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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保障民生
推出保供特价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海南日报
记者8月18日从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商贸物流）获悉，近期，海南
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旗下“海垦好生活”日用品
终端门店，按照“暖民助民便民”的服务宗旨，推出
平价生活物资、折扣日用商品，竭力保障民生，为
防疫抗疫贡献应有的力量。

据了解，“海垦好生活”门店有近2000款商品
可满足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所需，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推出保供特价活动，精选米面粮油、日用洗护、
休闲零食等居民日常必需品进行特价销售。

海垦商贸物流

积极办理保函业务
为成员单位降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李文
馨）近期，海垦财务公司积极推进保函业务，进一步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助力海南垦区企业降本增效。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海南
农垦部分企业承压，存在项目资金紧张等问题。
为减轻相关企业负担，提升资金流动性，海垦财务
公司积极保持与成员单位的密切联系，紧密关注
成员单位的金融需求，推进保函业务，通过免收保
证金、免除反担保手续的方式，目前已为海垦建工
集团、海垦草畜猪业公司等企业开立多笔履约保
函、预付款保函业务。

海垦财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保函业务是
指海垦财务公司应企业申请而开立的，有担保性
质的书面承诺文件。相比商业银行的保函，海垦
财务公司保函拥有业务办理高效便捷，无需占用
自身的银行授信，免收保函保证金和手续费等优
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成员单位带来实惠。

海垦财务

支援百吨牧草
保障群众养殖需求

本报临城8月18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海南日报记者8月18日从海南农垦红华农
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红华）获悉，该公司发挥产
业基地优势，扛起国企担当，向临高县新盈镇支援
牧草100吨。

据了解，受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盈镇物
流不畅，畜牧饲料紧缺。了解到该情况后，海垦红
华党委决定发挥自身产业基地优势，向当地群众支
援100吨牧草。同时，该公司与临高县政府依托垦
地联动机制，做好牧草的运输、配送和分发等工作。

据了解，海垦红华牧草基地占地400余亩，是
该公司种牛场的配套产业，牧草年产量约4000
吨，不仅可满足种牛场需求，还具备外销能力。下
一步，海垦红华将持续加强垦地联动，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

海垦红华

加强田间管理
无人机“托管”荔枝园

本报文城8月18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 通讯员黄闻涛）8月，是荔枝防范虫害的关
键季节。8月18日，在文昌市东路镇的海南农垦
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路）荔枝基地，在
文昌市热作中心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一架无人机
飞起，向田间喷洒农药。

当前，荔枝正处于抽芽养梢时节，也是病虫害
高发时期，田间管理尤为重要。为减少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保障作物丰产，文昌市热作中心组织专家、
农技人员开展送技下乡服务，并与海垦东路充分发
挥垦地联动机制，利用无人机飞防等举措，助力职
工、群众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水肥管理等工作。

海垦东路种植技术管理人员王振江介绍，通
过无人机进行病虫害防治，有效解决了疫情期间
用工荒问题，抢抓农时防虫养梢，有效提升荔枝抚
育管护成效。

海垦东路

送上暖心咖啡
支援防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来杯咖啡
提提神吧。”日前，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组织旗下多个母山咖啡
馆，为所属辖区核酸采样点一线抗疫工作人员及
志愿者赠送上300余杯母山咖啡。

在母山咖啡馆（绿海大厦店），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地制作咖啡，磨豆、冲泡、装杯、打包，浓郁的
咖啡香气弥漫。一杯杯咖啡做好后，工作人员又
赶忙将咖啡送到采样点，为酷暑中坚守岗位的“战
疫者”加油。

海垦热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集团已组
织旗下4家母山咖啡门店为多处采样点送上免费
咖啡。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公司精心设计制
作和运送流程，所有工作人员都佩戴口罩，持有
24小时阴性核酸检测结果，相关制作、运送用具
都经过严格消毒，确保为抗疫一线工作者送上安
心、暖心的咖啡。

海垦热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8月17日，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控股集团）举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会议，
对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
工作再部署、再强调。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垦集团迅
速响应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
时组织青年党员干部加入青年志
愿服务队支援一线防疫工作，并
加强调配果蔬肉蛋等产品投放市
场，助力保障重要民生产品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展现了海垦人扎
实的工作作风和冲锋在前的精神
风貌。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农垦
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坚持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坚持垦地合力、
联防联控，按照属地党委政府、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
为属地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帮助支
持，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同时，海南垦区各企业要切
实发挥国企保供稳价作用，加大
物资调运储备，确保保供物资充
足，全力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保持价格基本稳定。

海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将增设“双
统筹”小组，抓好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值
班值守制度，继续做好指挥调
度、信息统计、服务保障、督导
检查工作。

下一步，海南农垦各企业将
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千方
百计克服困难，有序推进项目建
设、重点工作开展，确保做到“双
统筹”“两不误”，奋力完成年度经
营目标任务。

当下，正是各大企业和项目建设的关键
时期。

疫情当前，如何在抓好防控的前提下推
进项目建设？海垦控股集团广泛收集下属企
业意见，从生产需求、生产难点以及防疫机制
建设等方面入手，因类施策逐一破解。

“项目建设现在缺不缺人手”“工人最担
心的事是什么”“建设物资如何运送”……在
统一指导下，海垦控股集团各下属企业有条
不紊地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大力推进项目
建设、产业发展工作：

在海垦建工，项目处成立工地防疫工作
组，建立完善的防疫工作机制和防疫信息通

报体系，保障食品安全，还为工人们发放口
罩、洗手液、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上下班每天
有专人负责测体温，并细致宣传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

在海南橡胶，防疫物资充足，疫情防控流
程清晰，职工积极做好重点建设项目的跟踪
及施工和天然橡胶生产、加工工作……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
通过保障物资，优化施工流程和加强垦地协
同等举措，切实解决海垦各企业在推进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将措施落
细落实，全力推动企业解决后顾之忧，加快项
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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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陈晓彤 通讯员 林宝华

“滴滴滴……”8月15日，随着一辆
电动三轮车缓缓驶入村口，海口市琼山
区大坡镇郊东村的几位老人有序排好
队，“流动核酸检测队”来了。

连日来，海口开展多轮核酸检测工
作，并实行临时性静态管理。郊东村位
置偏远，离最近的后湖村核酸采样点有
近六公里距离，且村中有多位高龄老人
不便去集中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老人们出入不便，我们就想方设
法上门服务。”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
东昌公司党员廖为存是垦地疫情防控
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得知郊东村这
一情况后，他主动请缨，拿出自家新买
的电动三轮车，载着医护人员上门为村
民进行核酸检测。

老人不动，“大白”动，小小的改变
背后，需要志愿者和医护人员更多的付

出。一大早，廖为存便为三轮车消好
毒，骑车到后湖村核酸采样点接上两名
医护人员，带上试剂和棉签等检测工
具，在颠簸中出发了。

一辆车，三个人，顶着烈日，挨家挨
户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进行核酸
检测。每到一户人家，廖为存便忙着找
来桌椅，在光线较好、空气流动的户外，
布置出一个简易的“检测点”。

廖为存当司机领路，一名医护人员
负责采样，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信息录入
登记，三人一组，配合默契、共同协作，
迅速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多亏了医护人员上门检测，解决
了我们出行不便的麻烦。”顺利完成检
测后，90岁的村民符福锦竖起大拇指。

据悉，连日来，当地垦地疫情防控
志愿者服务队以“应检尽检，不漏一户，
不掉一人”为目标，主动担当，创新举
措，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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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各企业严防控、忙项目、促发展

打好“组合拳”落实“双统筹”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李武 陈少波 黄闻涛 邢远源 李学山 何信伶

8月18日，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海垦红明荔海共享农庄升级改造项目现场，
大型机械轰鸣着平整土地，为下一步增种牛奶释迦果等特色果蔬做准备。

8月16日凌晨，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点（西联南
园小区）建设项目工地现场，海垦建工集团施工团队在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
开展封闭式施工。

连日来，海南农垦各企业严防控、忙项目、促发展，抢抓时节，通过提前谋划、多线
推动等多举措，全力以赴落实“双统筹”工作要求。

忙碌不仅是在田间地头，在海南农垦各
大项目的建设现场，同样是时不我待的生产
景象。

海南农垦各企业纷纷表示，不管遇到何
种困难，都要开足马力，将滞后的工期抢回
来。

8月17日，在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循环
经济工业园区内的海垦果蔬西部食品加工厂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忙碌不停，有序作业。

为确保防疫安全和施工进度，施工单位
严格落实各项防疫要求，在做好项目建设的
同时，下足功夫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工作。

海垦果蔬西部食品加工厂建设项目总工
程师杨桂峰介绍，项目设置了专门的出入门
岗，每个工人都有严格的进出登记记录，还有
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生活区实行闭环管理，
及时上报工人核酸检测情况，做好管控，严格
落实到位。

与此同时，海垦各企业还加强垦地协同，

保障施工进度。
8月16日，在位于保亭保城镇的七仙岭

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推进清表、清杂、道路升级改造以及引
种推广同纬度热带水果前期工作。

“前期受疫情影响，项目上存在物料运输
无法进场、施工人员短缺等问题。”海垦南繁
产业集团旗下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负责人钟
建海介绍，为保障项目施工进度，海垦南繁积
极对接协调保亭有关部门，办理通行证，开设
绿色通道。同时，吸纳本地工人，在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抢工期、抓进度，多举措加
快项目建设。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发力，统筹
好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经营，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以最大的毅力抓速度、赶进度推进
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努力完成年度经营目
标任务。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时不我
待，海南农垦各大企业抢抓农时，全力推进生
产建设。

“现在是荔枝管理的关键节点，一点都马
虎不得。”4月9日，在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海
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荔枝标准化种植基地，
技术人员王振江忙着组织人员，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开展田间灭草作
业，加强荔枝田间管理。

王振江介绍，是否做好灭草工作，直接影
响到荔枝生长的产量和质量。为此，东路农
场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管理，在
与属地政府联合推进疫情防控和落实好各项
防控预案的基础上，从机关场部和49个生产
队抽调骨干力量，划片分时安排人员抓好管
理工作，通过物资保障、技术支持等举措有序
组织周边荔枝种植户做好生产管理。

而在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的海垦
龙江白沙红橙现代农业示范园，已有鸡蛋大
小的青涩橙果从茂盛的枝叶中探出身子。

海南农垦龙江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符积前介绍，再过两个多月，红心橙便进入
成熟期，现在要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防治工
作，今年示范园中红心橙产量预计将达到
100万斤。

丰产在即，还需谋划丰收。目前，海垦
龙江农场公司已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提
前谋划市场营销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摸底周边红心橙产量，
并线上对接岛内外客商，了解市场需求，如需
求量、果品、口味等。”符积前透露，下一步，该
公司将和属地政府密切协作，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为红心橙生产过程中的用人、农
资、技术指导和运输等提供保障。

多举措 施工一线保障足

抢农时 全力以赴抓生产

抓进度 项目建设加马力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点（西联南园小区项目）夜间施工追赶进度。

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点（西培项目）现场，工人抓紧施工。
本组图片均由海垦建工提供

在三亚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基地项目工地，工人安装调试生产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