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傅人
意）8月8日，海南乡村振兴网在海南省
融媒体中心发起2022全民战疫“益”起
来——“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后，快速
收集到各方求助信息，团结社会各界
搭建抗疫助农“连心桥”。截至8月25
日，累计对接农产品销售（含捐赠）
32.13万斤，正在对接5.3万斤农产品
的采购事宜。

“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开通了助农
电话专线，安排线上客服值班，并建立

了“公益海南”微信互助群。截至8月
24日，海南乡村振兴网共接收到116条
在线信息、396个客服电话；累计收到
162条农产品供需对接信息。海南乡
村振兴网及时将助农供需信息通过媒
体发布，与采购商进行一对一沟通，并
提供后续跟踪服务，为其解决车辆、通
行证问题，保障了农副产品顺利销售。

海南乡村振兴网还通过发动市县
助农带头人，联系陵水致富带头人黄凌
燕，通过就地采购当地农产品，保障疫

情期间“菜篮子”和“米袋子”正常供应，
同时通过收购待销农产品捐赠给抗疫
一线等方式，消化了3万多斤当地待销
农副产品，缓解当地农产品待销难题。

此外，海南乡村振兴网发挥平台优
势，对接饿了么、美团等电商平台，以及
中海油、省供销合作联社、菜篮子、海南
新享云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热带阳光果
业有限公司等省内单位和企业渠道，发
动爱心企业加大对海南农副产品的购
买力度。

海南乡村振兴网还联系各头部商
业平台、省内主流媒体、网红自媒体等，
共同为#海南抗疫帮忙#话题发声。截
至8月23日，该话题阅读量超3300万
次，发布互助信息2000多条，宣传视频
总播放量超1500万次。同时，25名海
南本土网红达人通过抖音等平台发布

“公益海南”助力视频。“公益海南”四号
行动互助微信群还集结了近600名爱
心人士，共120多家企业和组织开展公
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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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近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出台了《2022年应
对疫情冲击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
的九条措施》（以下简称《九条措施》）。

“《九条措施》出台及时，刚性强、效果
实，体现了快速、便利、保障、扶持的为
民服务宗旨。”8月25日，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对《九条措施》进行解读。

速度快
压缩涉农运输车辆办证时长

该负责人表示，《九条措施》的出
台，从政策层面确保农民能下地、农资
能进村、农产品能进城、农民能增收，有
效保障了我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产销。

具体来说，《九条措施》中要求涉农
运输车辆的办证时限不超过3个小时，
为货车司机提供最便捷的核酸检测服
务，免除疫情期间运输鲜活农产品的出
岛车辆过海费用，保障农资、农产品、生

物饵料的调运和供给，提供中高风险区
农业托管、代耕、代收服务，对农户、渔
船、帮扶企业购买特色保险提供财政补
贴，千方百计促销滞销农产品等，这些
都为疫情冲击下的农业生产和农民增
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据介绍，为快速便捷办理农业生产
人员和涉农运输车辆通行证，我省已经
启用农业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线
上审批，出台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线上审批暂行规定，明确运输的农业重
点物资包括鲜活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
料。其中，鲜活农产品以我省已定目录
为准（含我省新增菠萝蜜、榴莲、红毛
丹、黄皮、黄秋葵和槟榔等），农业生产
资料主要包括农药、化肥、种子、饲料、
饵料和农机等。

奖补实
鼓励托管、代耕、代收服务

《九条措施》提出，分级分类开展社
会化服务。组织有关企业和社会化服

务组织提供托管、代耕、代收服务。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九条措施》鼓励企业或生产主体为因
封控隔离无法自主生产的农户提供晚
稻机耕、机种和病虫害防控等专业化服
务，并给予每亩15元的补助。此外，
《九条措施》对纳入中国渔政系统的海
洋捕捞渔船，因防疫管控延迟出海作业
的，按每艘60元/天标准增发渔业资源
养护补贴，从油补资金中列支。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九条措
施》对吸纳相对稳定脱贫户、监测对象
或农村低收入家庭（含低保家庭、零就
业家庭）劳动力3人以上就业，并与之
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或劳务
协议的就业帮扶车间（基地），给予一次
性4000元/人的省级吸纳就业奖补。

金融助农方面，《措施》鼓励市县积
极开展特色渔业养殖保险，对受疫情影
响暂时出现还贷困难的涉农企业及农
户（包括脱贫户、监测户），支持银行机
构按市场化原则予以降息、减息或免息
扶持，开展征信保护等。

渠道广
多方联动销售农产品

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才能确保农
民增收。《九条措施》要求，指导各农产
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加
大本地农产品批发和零售。推动“菜篮
子”公司加大采购力度，组织本地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集中采购，促进本地农产
品销售。鼓励各市县电商平台企业加
大线上销售，根据销售贡献度给予一定
奖励等。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厅会同省供销合作联社组织制定“海南
抗疫助农·为农解困鲜活农产品云产销
活动”方案，计划8月27日针对大宗待
销农产品举办线上云产销对接活动。
同时，通过与各市县、省商务厅、省国资
委、省供销社、海垦控股集团多方联动，
多渠道推广销售本地农产品和消费帮
扶产品，拉动本地消费。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解读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九条措施——

确保农民能下地能增收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符志敏

8月25日上午，台风“马鞍”来袭，
海口出现暴雨天气。但在位于海口市
秀英区石山镇美岭村的一个香蕉种植
基地内，用竹竿撑起的帐篷下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20多个工人将一
串串刚从田中收割的香蕉修把、分拣、
打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越是下暴雨，越要抓紧采摘，不
然这么好的香蕉就要烂在地里了！”基
地负责人胡宜军格外珍惜当天的开工
机会，“这样的忙碌来之不易。”

胡宜军是贵州人，同合伙人王德

文在美岭村租了600亩地种香蕉。8
月初，该基地进入收获季，但因疫情影
响导致物流受阻，香蕉不仅无人采收，
也一度找不到销路。

万般无奈之下，王德文将基地的
情况以短视频形式发布在自媒体上，
引起石山镇副镇长麦蚁胜的关注。

“石山镇种植香蕉超1万亩，不少
种植户遇到了类似问题。”麦蚁胜立即
对接各村，和当地村干部一起进村走
访种植户，摸清各村滞销农产品的底
数，了解大家的困难和诉求。

初步掌握了种植户的情况后，麦
蚁胜同秀英区农业农村局对接，协
调办理保供通行证，为石山镇农产

品运输车辆开通了绿色通道。同时，
加强种植户与乡镇政府部门的联系，
在符合各项防疫政策前提下，为农户
提供出行便利，为香蕉采收提供人
力保障。

25日上午，工人张琴在基地里麻
利地给香蕉进行修把。“我家在美岭村
周边，由于疫情期间实行静态管理，工
人都进不来。后来，基地办理了车辆
通行证，每天一大早开车把我们接到
基地干活。”张琴说，政府部门每天会
安排基地工人做核酸，“在基地每天我
们有100多元收入，香蕉也有人采摘
了，一举多得。”

25日上午10时许，货车司机陈修

宏将车开到基地里运输香蕉。“我是20
日下午从安徽出发的，由于办理了车辆
通行证，一路畅通无阻。”陈修宏说。

看着一箱箱香蕉被打包装车，胡宜
军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随着进入
海南的农产品收购商越来越多，香蕉的
收购价格也在逐渐回暖。今天的收购
价是每斤1元，比前两天涨了3角。”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口将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的
复工复产，根据各村、镇统计的农产品
销售动态需求情况，对接好采购商，做
好车辆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农产品
产得出、运得走、供得上。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

采收有保障 蕉农不“蕉”虑

万宁市大茂镇：

成立保供小组
畅通供销渠道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黄琴

眼下，正是万宁市大茂镇豆角、丝瓜等时蔬上
市旺季，但受疫情影响，菜农们的销路成了一桩难
题。急群众之所急，大茂镇迅速成立了保供小组，
在各村配备一名保供员。

大茂镇保供副组长黄琴丹带领保供小组成
员，分村分区域成立物资购买群，统计群众所需的
肉菜等生活必备物资，联系农户打包瓜菜统一送
到镇政府，由保供小组清点分发，再由村干部和志
愿者配送到户，及时将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发放
到位。

“我要买点蔬菜，是在你那边登记吗？”“我要
买2斤排骨、1个猪蹄，麻烦帮我登记一下。”“我店
里今天到货200包大米，麻烦你通知一下各村。”
每天，黄琴丹都会接到供货商和群众打来的上百
个电话。物资送来时，她要检查质量、核对数量；
每天晚上物资发放结束后，她还要逐笔核算订单
上的款项，算清后将瓜菜、肉蛋款项转给农户，当
日结清。

苦瓜1.5元/斤、豆角10元 3斤、葫芦瓜2.5
元/斤、鸡蛋23元/板……为实现供销双赢，保供
小组多方调查疫情前市场行情，综合疫情物资供
销不畅等因素，减少中间环节，让群众吃到“放心
肉”“平价菜”。

为确保供应物资质量，保供小组还会随机抽
查菜品质量和重量。“疫情期间，肉蛋、瓜菜等保供
保量，价格不但没有上涨甚至比平时还要便宜，不
用抢不用囤，吃喝不愁，居家安心。”大茂镇群爱村
村民郑春国说。

“镇政府统一收购瓜菜，解决了我们卖菜的燃
眉之急，实在是太感谢了！”菜农王振祥兴奋地说。

据不完全统计，连日来，大茂镇保供小组先后
已为邱焕光等30多户瓜菜种植户销售瓜菜2万
多斤，配送鸡蛋100多箱、肉类4500余斤、鱼虾
300包、米面300余包、食用油96桶，协调罐装液
化气200余瓶。 （本报万城8月25日电）

屯昌县南坤镇榕仔村驻村工作队：

帮养鸡、助卖鸡
“及时雨”解“燃眉急”

■ 见习记者 刘宁玥 本报记者 谢凯

8月25日，看到4万多元的销售款打到账户，
因疫情滞留三亚的养殖户陈贤富夫妇二人，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下一步的养殖资金有了着落，这
多亏了我们村的陈书记！”

陈贤富夫妇口中的陈书记，是屯昌县南坤镇
榕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陈师
雄。连日来，他带着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与村“两
委”合力帮助陈贤富夫妇养鸡、卖鸡，挽回了陈贤
富夫妇的损失。

2019年，依托阉鸡养殖，陈贤富一家顺利脱
贫。今年8月3日，陈贤富夫妇将500多只阉鸡
装车运送至三亚销售，受疫情影响，滞留三亚吉
阳区。

8月5日，榕仔村村干部摸排外出返乡人员
及密接者时，了解到陈贤富夫妇在疫情初期曾往
返于三亚和屯昌，且最近一次从三亚返乡后与其
父母有过密切接触，因此建议陈贤富的父母居家
隔离。可陈贤富家中的鸡舍还有500多只阉鸡，
谁来看管、喂养，成了一道难题。

为解决陈贤富一家的燃眉之急陈师雄第一时
间安排专人，每天早晚分两次前往鸡舍，帮陈贤富
喂鸡。

由于这批阉鸡已到出栏时间，养殖越久成本
就越高，陈贤富将情况汇报至屯昌县乡村振兴
局。8月16日，该县乡村振兴局通过联系县“凤
凰易购”电商平台、“兴屯”菜篮子公司，在网上和
县城市场销售滞销的阉鸡。同时，双联双扶单位
屯昌县国投公司也发动干部职工利用协助榕仔村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的契机，主动上门购买阉
鸡。通过线上线下多方的共同努力，短短2天，陈
贤富养殖的500多只阉鸡销售一空。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关注脱贫户、
监测户是否有农产品滞销、生产物资短缺，及时
上报和帮助解决，确保他们不因疫返贫。”陈师
雄说。 （本报屯城8月25日电）

儋州发布疫情期间
农产品助销倡议书

本报那大8月25日电（记者刘婧姝）8月25
日，为积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工作，多
渠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发
布疫情期间农产品助销倡议书，倡议儋州市各大
机关单位、部门以及企业、商超，积极联系企业对
接人，帮助农户、农业企业纾困解难，渡过难关。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儋州许多农户及农
业企业因运输不畅等原因，导致香蕉、火龙果、柚
子、榴莲蜜等农产品出现待销情况。同时，待销农
产品无法长期储存，不解决好农产品销售问题，将
会对农户、农业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将全力做好农产品运输服
务保障工作，与广大农民朋友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为儋州早日战胜新冠疫情贡献一份力量。

倡议书公布了儋州市目前滞销农产品的具体
情况，以及各生产单位联系人电话。

8月25日，在三亚市崖州区保平村，农产品运销公司冒雨收运农户蔬菜。
三亚疫情防控不误农时，“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在常态化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崖州区低风险区已逐步恢复农业生

产，同时努力做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稳定农民收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不误农时 稳产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