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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管理不断供
居民买菜别发愁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记者郭萃 实习生
魏雨欣）8月12日11时许，临近午饭时间，海口市
民吴霏霏的手机铃声响起，前一天在网上下单买
的蔬菜、水果、肉类已经送到了小区门口。

“确实很方便，在网上下单，即使足不出户也
可以吃到新鲜蔬菜，而且品类比较齐全。”吴霏霏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连日来，海口实行静态管理，
为了配合管理，除了做核酸以外，这几天一直都待
在家里，所有日常所需都是线上下单。

“蔬菜和肉类种类很丰富，价格跟疫情前也差
不多，基本前一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送到。”吴霏
霏告诉记者，此次政府在保供稳价方面措施很到
位，无论是海口商超还是美团外卖等平台，都有品
种丰富的蔬菜可供挑选。

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了解到，为进一步
加强菜篮子疫情防控及保供稳价工作，该集团正
着力调配多方肉菜物资和运力资源，加大市场平
价菜供应量，保障市民的“菜篮子”充足稳定。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已紧急从岛外调
运莲花白、大白菜、胡萝卜、西红柿、黄瓜以及
生菜、金丝白、上海青、油麦菜、小黄白等需求
量较大的岛外菜，同时对接省内海口周边、文
昌、澄迈、乐东、定安等市县基地进行调运。”海
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月11
日，该集团储备库存蔬菜约4100吨，品种有土
豆、洋葱、大白菜、胡萝卜、莲花白、白萝卜、生
菜、蒜苔、冬瓜、南瓜等25个品种，22种基本菜
均价3.74元/斤。

此外，海口菜篮子集团网上商城还推出蔬菜
暖心套餐，套餐包括土豆、胡萝卜、莲花白、圆椒、
西红柿等常用耐储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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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大家赶紧采收，我
们可以卖菜啦！”8月 11
日上午 10 时，三亚市三
川叶菜农民产销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蒋明富高声
催促种植户，他面前堆着
200 多包已经分拣好的
蔬菜包。

三川叶菜农民产销
专业合作社是三亚市“菜
篮子”基地之一，面积
500 多亩。此轮疫情发
生后，由于交易市场暂时
关闭，种植户生产的蔬菜
无法销售。

种植户张光明种植蔬
菜7亩，其中2亩空心菜
已经到采摘期。“再不采收
就要烂在地里了。今天早
晨听说可以卖菜了，我们
赶紧采收，现在已经采收
300多斤了。”张光明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记者看到，已经分拣
好的蔬菜包里有 5 种蔬
菜，包括空心菜、小白菜、
菜心等。种植户把各种叶
菜分拣装包后过秤，一包
菜10斤，价格是30元。

“不用去市场交易，
我们直接运到订菜的小
区门口。”蒋明富把手机
打开，给记者看他微信群
里的订单——

吉阳区海螺西路海螺
花园小区北区73包、吉阳
区迎春路司法局门口10
包、桶井市仔村（桶井小学
对面）10包……

将基地里的菜直接送
到各小区门口的法子，是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科科长陈秀坛想出来的。

作为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种植业科负责人，陈秀
坛在疫情发生后就被抽调
到一线抗疫，同时他还兼
顾“菜篮子”保供工作。

“昨天我和市发改委
有关同志商量，有没有办
法让种植基地与各小区直
接对接？我们试着向部分
小区发布了种植基地蔬菜
生产信息，没想到效果很
好，一传十十传百，当晚就
收到200多个的订单。”陈
秀坛说，11日下午，三亚
市多个蔬菜种植基地开始
复制这个办法。

由于疫情防控的原
因，交通运输也是个难
题。8月11日，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多方协调，给三
川叶菜农民产销专业合作
社快速办好了保供车辆通
行证。

当天 20 时，记者与
蒋明富视频通话，他站在
成堆的菜包中满头大汗
指挥装车：“今天卖出去
6000 多斤菜，下午又收
到很多订单。这下种植
户不愁啦！”
（本报三亚8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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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滞销菜
免费送村民

本报椰林8月12日电（记者王迎春）“葫芦
瓜104斤，苦瓜163斤，一共是645元。”8月11日
上午11时，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远景村委会
办公室门前，刚刚送来的新鲜瓜菜正一筐筐过秤，
村干部郑仁宋在进行清点核算后，将菜钱支付给
了该村种植户王问。

“菜卖掉了，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王问抹了
抹头上的汗水，口罩上方的双眼露出了笑意。就
在几天前，自家地里一亩亩正值采摘上市期的瓜
菜，曾是他最大的“心病”。“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
没法把菜送出去，收购商也很难进来。”王问和村
里其他菜农一样，担心辛苦种出来的菜，就这么烂
在田间地头。

这边是“卖菜难”。另一头，远景村下属的广
廊村民小组在本轮疫情中被划定为高风险区，实
行封控措施，540余名村民足不出户，许多人家中
蔬菜短缺。此外，远景村的特困、残疾等家庭同样
面临着“买菜难”“吃菜难”的问题。

在严格的静态管理下，为了平衡村里这两端
的供与求，远景村村干部经开会讨论后决定，以村
集体出资收购本村菜农每日应上市瓜菜，并免费
发放到广廊村各家各户和远景村59户困难家庭
手中。“只有保住民生，才能稳住村民们团结抗疫
的心。通过这个方法，我们一举两得解决了‘卖菜
难’和‘买菜难’。”远景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刘
荣说。

作为这些免费瓜菜配送入户的下一棒，当天
16时多，远景村返乡大学生符锦和其他两名志愿
者穿上防护服，一人带着100斤左右的瓜菜，骑上
了方便穿梭乡间村道的电动车。

“阿叔，这是今天的瓜菜，您收好。”符锦从
蛇皮袋里拿出两个葫芦瓜和一把豆角交给村民
后，便马不停蹄地前往配送名单里的下一个住
址。“我们负责给全村的困难家庭配送，他们居
住得比较零散，只能加快跑腿的速度。”符锦又
拧了拧电动车的转把，袋子里的瓜菜已经见底，
他还得赶回到村委会办公室“补货”。而在广廊
村，“送菜员”则是老党员李德扬。50多岁的他
主动请缨，成为外界和封控区的“桥梁”，每天
骑着电动车往返20多趟，并且挨家挨户送瓜菜
上门。

“村民们的真心回应，也特别温暖。”符锦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尽管时间急促，但许多行动不便，甚至
坐在轮椅上的困难村民仍然拉住“大白”，连声道谢，
让防护面罩下的自己也红了眼眶。

蔬菜储备已到位
保供稳价有基础

本报嘉积8月12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8
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有关部门获悉，
疫情期间琼海市蔬菜的保供储备量增至710吨，
可满足琼海53万市民7至10天生活需求。目前
蔬菜总体供应充足，市场秩序良好。

琼海供销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司林
林表示，8月7日至8月12日，琼海市“15+N”种
基本蔬菜均价为2.74元，与同期基本持平。胡萝
卜、圆白菜、土豆等特惠菜在琼海市36个平价菜
网点均稳定在1元以下。预计未来一周内，菜价
不会有大幅上涨。

琼海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8月 12日凌晨5时30分，
谢秋荣到达便利店后，检查商品
陈列、了解库存、接单、备货、打
包，即使没有一个进店顾客，她
依然忙活不停。店内，甜品、三
明治、面包、饭团等食品，琳琅满
目，排列有序。当天16时，员工
交班完成，她才得以休息。

谢秋荣是海口市龙华区滨海
国际金融中心罗森便利店的店
长。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她和
员工一直坚守在岗位，保证部分
市民对日常餐饮的需要。“配合防
疫要求，虽然已经取消堂食和进

店服务，但是线上服务仍在正常
进行，只要顾客有需要，我们就会
及时提供服务。”谢秋荣说。

海南罗森在海口、三亚、儋州
布局有114家便利店。疫情当
下，海口有84家、三亚有1家罗
森便利店仍在正常营业。像罗
森一样，易买、旺佳旺mini、旺豪
mini等社区便利店和社区超市，
多数根据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
要求坚持营业，为打通物资供应

“最后一公里”作出了应有贡献。
为错开海口市全域静态管

理时间，居住在海甸岛的谢秋
荣，近几天都选择凌晨4时起
床，再骑电动自行车到店开业，

工作时间近12小时。谢秋荣
表示除了职业责任感外，更是
特殊时期，普通百姓之间的守
望相助。

“对于一些不方便做饭、不
会做饭的顾客，罗森能全天候满
足他们的需要。”谢秋荣说，其负
责的门店位于办公区，目前大多
数人居家办公，几乎没有上门顾
客，但仍然有附近居民点单。

据了解，罗森便利店50%
的产品为自有产品，包括甜品、
饭团、串烧、面包等鲜食产品。

“此次疫情以来，200余名员工
都吃住在面包厂，不出园区，保
证鲜食稳定供应。”海南罗森总

经理汤耀华说，罗森便利店供应
3000多种餐饮品，其中针对海
南顾客开发的海南粉、绿豆沙、
糖水豆腐脑以及上海葱油拌面
等多种特色小吃均正常供货。
顾客从美团、饿了么等平台或罗
森线上平台下单，再由外卖员线
下配送或顾客到店自取，避免人
员相互接触。

“我们刚与海口市龙华区商
务局签订了疫情防控期间生活
必需品供应合作协议，坚持营
业，坚决不涨价，24小时服务，
相信只要大家的心在一起，再大
的困难都能渡过。”汤耀华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海口社区便利店坚持24小时营业，坚决不涨价

特殊时期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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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8月11日，在三亚市
天涯区群众街社区敬群巷，
社区工作人员将蔬菜包送给
居民。

②8月12日，海口市的
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穿梭于
街头巷尾，为居民送去急需
的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③8月11日，民兵程贤

双为三亚市天涯区群众街社
区的居民送去生活物资。

④8月11日，在三亚市
天涯区群众街社区，民兵与楼
上居民对喊核对订单信息。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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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海南多市县发力
保障物资供应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蔡曼良）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按下暂停键，静态管理下，
海南多市县全力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物资供应。8月
12日，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发布整合稿件《货源充
足！海南多市县发力保障物资供应》。该稿件通过
视频+图文的形式，集
纳了海口、三亚、儋州、
万宁、陵水等多个市县
物 资 保 障 的 最 新 信
息。稿件整合的内容
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目
前海南全省 8 大类生
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
场秩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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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曹马志

“有一辆大货车苏DBB807，
从广西南宁拉了一车保供蔬菜，
需要绿色通行证。”

“收到，马上办！”
8月12日中午，儋州公益性

农产品批发市场，接到市场管理
方的需求后，洋浦投资促进局副
局长郭铁如现场协调，经细致核
查符合条件后，只花了10分钟，
通行证当场办好。

一张绿色通行证关系城市
保供大局。本轮疫情发生后，郭
铁如第一时间带队入驻该批发
市场，启动果蔬运输绿色通道，
为物资保障车辆办理通行证，统
筹协调保障全市生活必需品市

场保供工作。
万事开头难。儋州全市果

蔬每天正常消耗量为280吨，在
疫情发生前几天，叠加台风天影
响，该市果蔬正常供应受到一定
影响。同时，全市实行临时性全
域静态管理，影响大型果蔬运输
保供车进入儋州的速度。

为了打通保供“堵点”，洋浦
投资促进局成立工作专班，派专
人24小时在儋州公益性农产品
批发市场现场办公，一场无声的
保供“战役”打响。

“我们和全市主要的商超、
农贸市场等流通渠道，建立了紧
密合作关系，及时掌握市场供应
变化情况，把握好需求端情况。”
12日晚，作为全市最大的果蔬

“中转基地”，儋州公益性农产品
批发市场的副总经理杨洪治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在洋浦投资促
进局的悉心支持下，他们也提前
对接了省内外供应商，有了绿色
通行证，物流实现畅通无阻。

当天，大货车苏DBB807是
最后一辆保供蔬菜运输车。12
日8时许，该货车司机李银星告
诉记者，他下午 3时左右到海
口，有了通行证后，一路交通很
顺畅，按时到达儋州公益性农产
品批发市场。

“办理通行证比想象中快多
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搞定
了。”李银星说，提交驾驶员基本
信息、车辆照片等，符合防疫要
求，材料很少，流程简单，“有了

通行证，我们开车也放心多了。”
一张绿色通行证，保供运

输，货畅其流。郭铁如介绍，洋
浦投资促进局紧扣市场供需变
化，持续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保
供，全力以赴保障群众“菜篮子”

“米袋子”充足稳定、运输“生命
线”畅行无阻，保障民生，助力全
市防疫工作。

12日 22 时，卸完货，李银
星驾驶空荡荡的货车，驶出批
发市场，带着绿色通行证，奔向
返程路。

据统计，截至12日晚，儋州
共发放366张绿色通行证，涉及
174家保供企业，每天的果蔬运
输量可满足市场需求。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

一张绿色通行证的“畅通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