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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儋州光村镇新盈居约有1700万
斤香蕉待销，需要采购商、装工和挑工。

联系方式：曾先生 13648637413
2.乐东九所镇山脚村有7万斤哈

密瓜待销。
联系电话：吴先生 13337578884
3.万宁东澳镇分洪村有3万斤稻

谷（品种1706小粒香米）待销。
联系方式：陈先生 13876235722
4.澄迈金江镇扬坤村有3万多只

蛋鸡待销，蛋鸡带毛13元/公斤，还有
每天产出 600 箱鸡蛋，240 元/箱，360
枚/箱。

联系电话：王女士 18389370917
5.澄迈福山镇有1万公斤杨桃待

销，价格为2.2元/公斤。
联系电话：彭女士 15109813324
6.儋州光村镇沙井村养殖基地有

3万斤南美白对虾，1万斤斑节虾待销。
联系电话：13518875156
7. 儋州王五镇子安巷有 200 至

300斤葱待销，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张女士 13648659240/

13976981000
8. 屯昌脱贫户有 300 斤蜂蜜待

销，价格为68元/斤。
联系电话：陈先生 15808970113
9. 东方八所镇下红新村有 1000

多只鸭和鹅待销，鸭带毛8元/斤和鹅
带毛13元/斤。

联系电话：张女士 13976011564
10.琼海嘉积镇有200只鹅待销，

价格为20元/斤，可以帮忙宰杀。
联系电话：吴女士 13379945352

海南这些农产品
急寻大宗采购买家

如果您有待销的农副产品需要帮
助或者有采购意愿，可以拨打海南乡
村振兴网助农专线：0898-66810080，
也可以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微信公
众号进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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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乡村振兴网发起
“公益海南”四号行动

45万余斤果蔬找到销路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韩星）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部分市县种
植户面临着成熟果蔬待销难题。收到求助信息
后，海南乡村振兴网积极搭建信息桥梁，通过与当
地乡村振兴局、商务局或致富带头人合作，近日成
功帮助陵水、三亚、乐东等地的果农售出6000斤
香蕉、1.5万斤火龙果、6万斤广东无籽香水柠檬
以及37万斤哈密瓜。

近日，海南乡村振兴网接到陵水黎族自治县
文罗镇龙马村脱贫户黄亚强的求助，称该村多名
脱贫户家中种植的香蕉到了上市季节，受疫情影
响难以外销，“这批香蕉成熟度高，经不起远途运
输，能不能帮忙找找本地销路？”

收到求助信息后，海南乡村振兴网第一时间
将信息发布。如何打开本地销路？陵水商务局积
极协调陵水电商协会，发动本地爱心企业、个人接
龙采购。一时间，陵水本地居民和候鸟居民的朋
友圈里、微信群里，爱心助农消息不断被转发、接
龙，6000多斤香蕉很快被预订完了。陵水致富带
头人、海南陵水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凌燕安排车辆进果园打包装，将香
蕉从田间地头送到居民餐桌。

“太感谢了，咱们就靠着香蕉的收成吃饭呢！”
黄亚强看到香蕉很快售罄，多日来皱着的眉头终
于舒展了。

这些天来，黄凌燕积极参与“公益海南”四号
行动，通过就地采购农产品、收购待销农产品捐赠
给抗疫一线的方式，帮助解决疫情期间部分农户
果蔬待销难题。

前几日，在得知三亚海棠湾有1.5万斤火龙
果待销的消息后，黄凌燕帮其对接政府保供企业，
解决了销售难题。“我们去不了现场采购，但可以
帮忙找找销路。”黄凌燕说。

受本轮疫情影响，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佛老
村蓝女士的果园里，160亩左右的广东无籽香水柠
檬没有工人采摘，她着急地向海南乡村振兴网求
助。海南乡村振兴网联系了乐东乡村振兴局，该局
从中协调，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佛老村委会同
意本村的工人到果园摘果。8月30日，蓝女士的果
园一派忙碌，工人们正将刚采摘的广东无籽香水柠
檬打包搬运。预计会有6万斤左右的广东无籽香水
柠檬分批“搭”上去往广西、广东的货车。

此外，海南乡村振兴网还帮助乐东佛罗镇瓜
农，为待销的37万斤哈密瓜联系上销售渠道——海
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旗下海垦国际贸易公司，该公
司收购37万斤瓜中，第一批采购的10万斤乐东佛
罗哈密瓜于8月28日至30日分批运往岛外市场。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一个个红彤彤且香甜十足的“红龙
一号”火龙果，品质一流，上市物流很顺
畅，省外客商也一直催着发货，但自8月
中下旬以来，在海南高明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利国
镇两个火龙果种植基地，该企业已无奈
低价抛售了至少200万斤！这是为何？

“临时工紧缺！”8月30日，该企业
副总经理邹增光一语道出了“苦衷”。
原来，自此轮疫情来袭以来，该基地严
格实施闭环管理，经过200余名固定工
人连日来的悉心管护，近日已有3000
多亩火龙果陆续迎来了好收成。但是，
与在基地里头较为充足的采摘人手相
比，在基地外头则急缺包装工人。邹增
光介绍，以往，每逢采收时段，企业都会
大批量雇请附近乡镇村民前来筛检、包
装，仅这一环节，每天用工量至少需要
120人；多年来，当地不少临时工早已
成“老面孔”，几乎是“随叫随到”，但这

一次，因九所镇及毗邻的利国镇、黄流
镇等不少村庄被划为高风险区，按照疫
情防控政策，附近村民几乎“足不出
户”，没法前来务工。

可是，保鲜库吃紧，客商也催得急，
两头都难，邹增光显得很无奈：“好多精
致包装的商品果订单，只能当成一般的
散装果抛售，损失不小！”他介绍，得益
于乐东及海南在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
农产品上市“绿色通道”，在最近10多
天时间里，已仓促地将200多万斤火龙
果销往广东、广西等地后，再筛检包装
销售；但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因挤
压及碰撞导致部分火龙果“品相”受损
甚至出现烂果，原本每斤能批发销售达
3元以上的商品果已“缩水”至不足1
元。好在，随着乐东县疫情防控趋向稳
定，已有一小部分被降为低风险区的村
庄村民返工，但依旧杯水车薪——以8
月30日为例，仅有10余名临时工到岗
负责筛检及包装事宜，这一数字仅是以
往用工量的十分之一。眼看着这几天

又将有大批量火龙果迎来成熟采摘期，
邹增光又犯愁了。

“这不是个例。我们正在积极安排
专班、专车、专点助企纾困，全力畅通农
产品产销通道。”乐东县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县已成立相关专
班组，协同各乡镇、各部门及村委会摸
清具体的用工、务工需求，在确保用工
防疫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组织低风险区
及无疫情的乡镇农户前往各农业生产
基地参加“两点一线”涉农劳务；即，安
排专车将农户从所在村庄或集合点直
接转运至生产基地，待收工后，又统一
从生产基地专车运送回所在村庄。

乐东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统筹疫情防控
和保障农业生产双管齐下，积极组建产
销对接平台，及时解决销售难题，并重
点保障粮食生产、瓜菜保供及火龙果、
香蕉、槟榔等采销农事，切实做好恢复
农业生产各项工作。

（本报抱由8月30日电）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通讯员 方旖旎

8月30日上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约6000斤水
稻种子正被打包装车。它们即将被运
输到白沙黎族自治县，可供该县种植水
稻2000亩，解决田间地头的燃眉之急。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但受疫
情影响，全省部分市县仍在实施临时性
静态管控，给水稻种子供应带来一定困
难，为了不误其他兄弟市县的农时，陵
水积极打通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受
疫情影响的市县种子供应不断档，推动
水稻育秧工作顺利开展。

我省即将进入今年南繁育种工作

的重要时间节点——“南繁季”，陵水作
为海南南繁核心区域之一，在疫情期间
通过一系列举措保障今年的南繁育种
工作稳步推进。

“在本轮疫情中，我们成立了服务南
繁工作专班，安排专人每日向南繁科研
单位通报疫情的动态信息，及时协调解
决南繁基地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陵
水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实
行南繁从业人员白名单制度，开具南繁
从业人员物资运输车辆绿色通行证，并
解决南繁基地从业人员进基地、下田地、
看病就医和农村通行等问题。

此外，为保障基地安全，该基地执
行人员闭环管理。陵水安排该县菜篮

子公司，及时配送生活物资，保障基地
的生活需求，同时通过精准培训，为南
繁基地储备了300多名当地农民工，保
障南繁用工需求。

据了解，面对今年疫情的复杂性，
陵水建立了“三套”疫情防控应急保障
机制：建立信息共享通报机制、南繁人
员物资通行证机制、南繁建立单位闭环
管理机制，同时落实“三项”具体措施：
科研人员进陵绿色通道、今冬明春南繁
基地生产资料保障、南繁配套服务区复
工复产工作。陵水通过这些保障措施，
为全县今年的南繁育种工作保驾护航，
不让一颗种子因疫情耽误播种。

（本报椰林8月30日电）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邵长
春 特约记者蔡胤彦 通讯员沈君）海南
日报记者8月30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获悉，该厅近日出台《推动全省工信企
业快速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发展的十条措
施》，帮助我省工信企业克服困难，促进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全省工信系统
要强化疫情防控意识，防止疫情升级、反
弹；协调相关部门积极为工信园区和重点
企业提供核酸上门检测服务；鼓励园区
（企业）采用无人设备，开展快递配送、消
杀清扫、通勤摆渡等业务，减少交叉感染。

做好保通保畅工作。落实首席服务
专员制度，充分发挥省工信系统交通物
资保障小组作用，持续做好“点对点、一
站式”服务，及时协调解决车辆通行、物
资运输、跨市县人员上下班、物资进出岛
等具体问题。

加快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摸清辖
区内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防控疫情和
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创造条件推动尽早
复工复产、满工满产；紧盯重点工信项

目，梳理项目建设中遇到的供电、供排
水、道路、治污、消防等配套问题，市县要
切实担负主体责任，第一时间解决；省工
信厅也将为项目“应开尽开、能快则快”
创造条件。

密切产销对接。组织行政机关、医
院、学校等单位，按市场化原则积极采购
本省企业生产的食品、药品、生活用品、
防疫用品等；鼓励交通、水利、住建等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采购本省生产的
水泥、建材、电气电缆等产品。

做好重点企业物料供应。省工信厅
会同市县和重点园区协调做好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原料供应协同和保障。

尽快兑现惠企政策。加快兑现“首
台套”“小升规”“上规模”“优质企业”等
财政资金奖励；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惠企
政策宣传；将海易办微信公众号、海南工
信微报公众号，海易办APP推送给企业，
帮助企业知晓帮扶政策，应用惠企工具。

降低企业成本。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专题调研电价、气价等能源要素，及时解
决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等问题；研究

制定精准降低工业企业用电用气等生产
成本的措施。

落实金融惠企措施。各市县要认真
落实国家和我省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的
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特别
是制造业、住宿餐饮、文化旅游、批发零
售等受疫情影响大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
度；积极申报和用好融资担保降费奖补
资金；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琼科贷”

“政保贷”“雏鹰保”等业务。
加大清欠力度。充分发挥各级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综合协调作
用，深入开展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大排查，统
筹财政资金集中清偿无分歧欠款，今年9月
底前无分歧欠款清偿进度要超过80%。

组织开展招商推介活动。抓紧谋划
和开展一系列的线上线下招商引资活
动，宣传推介自贸港优惠政策，吸引大项
目、好项目、外资项目落地；深入开展品
牌故事等宣传推广活动，加快产品走出
去步伐。

据悉，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初期，全省
80余家重点工业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

企业因人员物资通行不畅导致生产经营
受到较大影响。全省在建的重点工信项
目中，28个项目施工进度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特别是医药制造、食品饮料和装
备制造业受疫情冲击较为明显。

为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省工信厅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和稳经
济大盘工作的“双统筹”要求，认真总结
统筹疫情防控和促进工业发展的措施、
做法和经验，研究出台相关措施，一方面
根据全省疫情阶段性特点和常态化防控
要求，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保通保畅”、
降低企业成本、落实惠企政策等工作，帮
助工信企业抗击疫情，解决工业企业在
防疫、资金、物流等方面的困难，推动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坚持“项目
为王”方针，紧盯重点工信项目，全力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存在的配套问题，抓好
招商推介、物料保供、产销对接等，推动
我省工业经济克服疫情平稳发展。

截至8月29日，我省重点工业企业
大部分已恢复生产，70家企业的生产负
荷已恢复到80%以上。

省工信厅推出十条措施促企业复工复产，稳工业经济运行

一批企业生产负荷已恢复八成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建设进度

建设不停工
铺筑路与桥

本报文城8月30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必云）8月29日早上7时，
朝霞透过文昌的椰林，斑驳的光影唤醒
沉睡了一夜的工地，戴着口罩和安全帽
的工人挥汗如雨，发出轰鸣声的施工机
械来回穿梭，构成了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项目一工区施工现场的清晨建设图。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浸水路堤
护坡浇筑。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环
岛旅游公路项目一工区所在地文昌受
到了一定影响，减少人员流动，封闭村
庄路口，给63公里路段的施工建设带来
了较大的困难。

“疫情期间我们实行‘两点一线’
闭环工作模式，隔绝与外界接触。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科学组织施
工，一手打伞，一手干活。”项目片区负
责人王鹏举说，目前项目一工区投入
施工人员568人，大型施工机械282台
（套），储备充足的各种物资，确保防疫
生产两不误。

该项目四工区位于昌江境内，昌
化江大桥和珠碧江大桥不仅是该标段
的施工难点，也是全线三大控制性工
程之二，进度将直接影响整个项目是
否能如期完工。

“别看这张通行证虽小，却帮了我
们大忙。”该项目相关负责人高兴地
说。原来受静态管理等因素影响，珠碧
江大桥现场桩基检测和路基验收没能
按原定时间进行。为此，海南交控积极
协调办理物资运输通行证，积极协调市
县政府支持，最大限度克服施工原材料
运输和人员进场作业受到的影响。

站在珠碧江岸边举目远眺，全长
3072.2米的珠碧江特大桥雄姿初现，
预计2023年底桥梁建成通车后，将改
变两岸群众渡船过江的古老出行方
式，实现“天堑变通途”。

农企临时工紧缺——

乐东专班专车专点帮企业解忧

陵水建立多项保障机制，助力南繁育种工作稳步推进

不让一颗种子因疫情耽误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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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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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和乐：

2万多斤莲藕
急寻买家

近日，在万宁市和乐镇，
农户在搬运莲藕。8月，正是
秋藕上市的季节，在万宁市和
乐镇西坡村，农户种植的 40
多亩莲藕喜获丰收。受疫情
影响，销路受阻，有 3万多斤
莲藕销售困难。

据了解，和乐镇政府了解
情况后，通过企业、电商等资
源帮助农户寻找销路。截至
目前，仍有2万多斤莲藕等待
买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保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