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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虽然早已入秋，海南的天气仍如炎夏。可这炎热也
难敌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牙港村村民符明奇种菜的
热情。

8月23日上午6时，符明奇到菜地里采收100斤菜
心，以3.5元/斤的价格在附近菜市场销售，没想到仅用
20多分钟就卖完了。上午10时，符明奇再去菜地收了
100斤菜，很快又销售一空。

今年6月，符明奇种植的20亩水稻收割完毕。和往
年不一样，他把原本只种一造水稻的田地，在7月种上了
绿油油的蔬菜，用一块土地创造两份收入。不仅如此，他
还能拿到县里的淡季蔬菜种植补贴，一亩地1000元。

今年以来，我省通过大力推广种植新技术、蔬菜新品
种，探索新模式等举措，建设好“菜园子”，推进“菜篮子”
保供稳价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已安排资金支持科研单位创新建设
经济适用型蔬菜大棚和示范新品种新技术，其建设成
本、维护成本和种菜成本大幅度降低，提升了淡季蔬菜
种植水平。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军普村，以往，村里很多大
棚基地仅种植西瓜，到了夏季高温暴雨时节，基地就闲
置。最近，这些基地换上“新装”——防虫网大棚，种上了
空心菜、菜心等蔬菜。

“自去年以来，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我们将
防虫网蔬菜种植新技术在陵水、琼海、文昌、海口、东
方等地推广，有效解决了夏季因暴雨高温导致叶菜难
种的问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高建
明博士说。

截至目前，陵水常年蔬菜基地规模达到 5340.91
亩。今年2月至今，陵水蔬菜产量达到2.19万吨。

目前，我省在陵水、东方、五指山等多个市县建立了
示范基地，结合当地资源禀赋探索夏秋度淡蔬菜种植新
模式，其中包括五指山的无侧网防雨棚种植、露天百香果
架下套种，陵水的哈密瓜小拱棚闲置季节薄膜换黑网种
植，以及东方的露天苦瓜架下套种等蔬菜种植模式。

五指山顺发农业公司董事长张天光常年和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合作，他表示：“科研院所筛选出的菜心、上海
青、小白菜等叶菜新品种比本地主栽品种要增产11%以
上，非常适应海南夏秋季节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

同时，五指山市根据自身特点，打造高山蔬菜品牌。
通过加大政策资金保障，大幅提高对蔬菜基地建设的补
贴，今年以来，五指山市投入2864.75万元，其中2821万
元用于基地建设，累计建设14个蔬菜大棚和9个冷库。

此外，我省已经建立“菜篮子”价格保险机制，保障蔬
菜种植户利益，提高常年蔬菜生产积极性，目前18个市
县均制定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方案，并大力推进基地参
加保险。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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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郭
萃 王培琳）8月26日上午，海口市菜
篮子集团、海口市金贸文华市场部分
商户分别与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
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签订了平价蔬
菜零售保险保单，标志着海口市平价
蔬菜零售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海
口市也成为全省首个两家保险公司保
单同时落地的市县。

据了解，平价蔬菜零售保险是在
省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专班指导
下，保险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为打通平
价蔬菜保供惠民“最后一公里”堵点开
发的创新型险种。保险旨在加大销售
末端价格管控，鼓励零售商加入政府
平价菜网点经营范围，在降低终端零
售价的同时，形成倒逼机制，对蔬菜生
产、批发环节价格进行有力传导，最终
形成稳价惠民、产供销多赢的局面。

实时采集平价菜销售的品种、数
量和价格，对参保商户，只要按照不高
于海口市平价菜倡议的价格销售，就
可以获得每斤不超过五毛钱的差额赔
付，且第二个月就能拿到赔款。以26
日签约的菜篮子永秀花园店为例，该

店共投保22种基本蔬菜，月总销量约
5000公斤，商户自缴保费约900元，
如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降价目标，次
月保险赔款将超过5000元，大大增强
了平价菜商户降价销售的信心。

同时，平价蔬菜零售保险以智能
电子秤销售数据直采作为赔付依据，
也有利于政府对平价蔬菜销售进行精
准管理，为科学种植生产、优化流通配
送提供重要依据。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拓展平价菜销售网点，确保
平价菜网点达到300个以上，优化平
价菜销售模式，提升平价菜销售量，确
保平价菜销售份额达到15%以上。同
时集团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平
价蔬菜零售保险试点工作，总结试点
经验后对具备条件的平价菜网点铺设
智能电子秤，吸引更多农贸市场摊主
及超市经营者参与投保平价蔬菜零售
保险，配合执行平价蔬菜倡议价销售。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太平洋产
险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
服务举措，提高理赔时效，用有温度的
服务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

海口平价菜零售保险
试点启动

推动形成稳价惠民、产供销多赢局面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一架履带式起重机，伸出“钢铁长
臂”，将一弯半弧形钢构件高高地吊起，
悬在半空中。

“这是穹顶正在吊装作业，免税商
业中心顶层共设计有5个钢构穹顶，前
期已安装两个，这是第3个，很快也能
装好。”8月24日下午，在海口国际免税
城项目施工现场，中建一局海口国际免
税城项目生产经理刘健博站在“模样初
显”的免税商业中心顶楼，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道。

顺着刘健博的目光望去，工地一
派繁忙：分别立于不同方位的8台塔吊
机，起重臂杆正将钢梁吊到施工作业
点；近处，穿着工服、戴着安全帽的工

人来回穿梭，分别进行钢柱焊接等作
业……

据了解，该项目地块五主体结构已
全面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屋面网架和外
幕墙施工，装饰装修等专业施工单位也
正在陆续进场。

“这段时间我和工友主要负责南区
的钢结构安装，我们分班组进行施工，一
个班组有4人。”该项目地块五钢结构安
装工人雷永利用休息的空档对记者说。
他的身上挂着安全绳、脸上满是汗水。

从钢结构安装到外立面幕墙作业，
从二次结构施工到机电安装……海口
国际免税城项目每天约有1200名像雷
永一样的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工种的
施工岗位上，分早晚两班进行作业，全
力赶工期。

“目前，项目处于多工种同时施工
状态，除了增加更多的施工人员外，我
们采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演示技术，
提前对各工序交叉作业进行演练，提升
各专业之间的配合效率，更快更好地完
成施工。”中建一局海口国际免税城项
目党支部副书记赵强介绍。

据了解，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占地
面积约67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92.6
万平方米，由六个地块组成，是以免税
为核心，涵盖有税零售、文化娱乐、商务
办公、餐饮住宿等多元素的复合型旅游
零售综合体。当前在建的地块五为免
税商业综合体。

“我们多个地块在同时施工，除了
地块五外，地块二建设到第四层，地块
三也正在进行基础施工。”赵强介绍，近

期高温和降雨较多，各参建单位优化施
工组织，积极投入工程建设，确保施工
进度和施工质量。

如何优化？面对持续高温多雨天
气，项目部制定针对性措施，安排露天
作业工人施工时间向早晚延伸，合理避
开中午高温时段，做好工人们的防暑降
温工作，并确保工作量的完成。如遇多
雨天气，项目则主要进行室内作业，由
于工程屋顶尚未封闭，项目对地下坡道
入口、楼层井道口等容易进水的地方，
都设置了临时挡水台，避免雨水进入室
内作业面，保证施工作业正常进行。

“我们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打造免税购
物‘新地标’贡献力量。”赵强表示。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齐飞）“对于企业提出的
问题，职能部门要马上介入，特事特
办，尽快解决，确保企业正常运营，要
安排专人跟踪服务。”日前，海口综合
保税区相关负责人来到海南海马汽车
有限公司现场办公，与企业负责人进
行座谈，查找企业经营“堵点”，共同商
讨解决之道。

原来，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计划
在第三、四季度冲刺年度销售目标，需
提前进行生产备货。为解决备货资金
问题，企业打算利用厂区内土地办理抵
押贷款，但目前不动产登记中心对于已
有地上建筑物的土地抵押尚无明确的
政策和流程，造成抵押业务一时受阻。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海口综保区
相关负责人当即安排园区规划建设土
地管理局专门对接此项工作，积极为
企业出主意、想办法，并派出专人与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沟通协调，找
出问题的症结并“对症下药”，不到5
个工作日就协助企业办完抵押业务，
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园区领导和规划建设土地管理
局的同志们尽心尽力，为我们打通堵
点、破解难题，可谓是雪中送炭。”海南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国纲说，
海口综合保税区多年来竭诚为辖区企
业服务，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
忧，多次在海马汽车生存与发展的关
键时刻帮扶企业走出困境、渡过难关。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海口综保区：

现场办公查堵点
特事特办解企忧

曾帆、刘波、符大鹏是数
字海南有限公司在海南自贸
港人才政策下引进的 E 类人
才，他们毕业于复旦大学等
名校，曾在上海、深圳等城市
的知名企业工作。作为海南
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
背景下，他们纷纷投身家乡
的建设。

2020 年初，他们和数字
海南的其他技术人员临危受
命，夜以继日开发海南健康
码系统，随后，省委省政府有
关部门从自贸港建设全局出
发、统筹谋划，将海南健康码
系统升级拓展成“码上办事”
平台。

如今，该平台在 103 名数
字海南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下，已经成为海南省级政务
公共服务移动平台，为 2470
多万名注册用户提供社保、
教育、医疗等领域政务事项
掌上办理服务，每天有 44 万
注册用户在“码上办事”平台
享受数字时代带来的便利。

近期，曾帆、刘波、符大
鹏等人正在对新研发的防疫
技术系统“海南健康易通”进
行测试。该系统是“码上办
事”平台新增功能项，可实现
快速识别健康码颜色、核酸
检测结果、疫苗接种情况，可
解决不同场景下，查验效率
低、无法核实是否冒用他人
健康码、老年人等特殊人群
无法查验的情况。

文/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肖亚梅
图/本报记者 张杰

8月24日，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施工现场，工人进行施工作业。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摄自贸港见

“码”上办
离不开他们

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地块五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

同步施工 交叉作业 建设提速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② ③ 8月24日下午，在海口新海
港客运站客运大厅，曾帆（左一）、刘波
（左二）、符大鹏（左三）对新研发的防疫
技术系统“海南健康易通”进行测试。

① 8月24日上午，在数字海南会议
室，刘波正在演示新研发的防疫技术系
统“海南健康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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