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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1. 乐东利国镇赤塘村有86.4万斤
槟榔、5万斤菠萝蜜待销。

联系电话：罗先生 18976052308
2. 临高波莲镇有90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方式：向先生 17384901975
3. 乐东抱由镇道介村有40万斤水

果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陈先生 13907607333
4. 万宁南桥镇南林居居委会现有

约25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李先生 13876465829
5. 东方市江边乡有 16 万斤香蕉

待销。
联系电话：袁先生 13876452961
6. 临高东英镇高定村东英连创鸽

场有2.5万只鸽子待销，每日新增产量
1200只。

联系电话：王先生 15120885241
7. 五指山毛道乡山竹基地有山竹

1万多斤待销。

联系电话：葛先生 13337682657
8. 万宁龙滚镇田头村有 1 万斤金

钻凤梨17号待销。
联系电话：陆先生 18078956323
9. 儋州光村镇永昌社区留村有7~

8千斤竹笋待销，2元/斤。
联系电话：徐先生 13368938949
10. 琼 中 黎 母 山 镇 松 涛 林 场 有

2700只成品鹅待销，13元/斤。
联系电话：杨先生 1838569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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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就业驿站揭牌成立
为疫情后重振劳务市场提前布局发力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蒙思奋 陈肇平）9月1日，我省5家就业驿站在相
关重点园区和高校揭牌成立，为疫情后重振劳务
市场提前布局和发力。

继8月30日省人社厅专题调研海南就业驿
站建设运营并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后，我省就业
驿站项目建设进度再提速、布点规模再扩大。9
月1日，我省分别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和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成立就业驿站。

据了解，海南就业驿站博鳌乐城人才—就业
服务站，依托乐城先行区医疗康养的产业优势以
及先行区管理局在国际医疗人才聚集、服务方面
的基础和资源，重点服务园区30余家医疗服务机
构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单位，涵盖“医、技、护、
管、运”等多类人才招聘需求。同时，该服务站还
搭建起医疗服务机构与园区附近的中原、博鳌、嘉
积等镇灵活用工对接平台，助力医疗大健康产业
发展，支持居民在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

这4所高校的海南就业驿站青年人才—就业
服务站，定位于构建毕业生就业留琼和用人单位
选用高校毕业生的重要渠道。服务站将为毕业
生、学校和用人单位提供系列服务，包括就业摸底
分析、政策宣传、职业辅导、职场模拟、技能提升、
岗位开发、供需对接、咨询支持、在线学习，并为高
校教职工提供人才代“跑腿”等服务。

省重点项目海口中交国际中心
克服疫情影响推进建设进度

全面冲刺月底封顶目标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朱晓）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晨光，9月1日，安装工彭
丹龙乘坐施工电梯来到42层，开始一天的钢柱和
钢梁安装工作。

像他一样，每天有170多名安装工挥汗如雨
地投身中交二航局海口中交国际中心项目建设
中，全力以赴冲刺9月30日封顶的节点目标。

海口中交国际自贸中心项目是海南省重点项
目，位于大英山CBD核心区东部延长线上，旨在打
造大英山CBD商务区一座5A级总部商务新标
杆。项目由一栋超高层塔楼、一栋商业裙楼组成，
总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预计2023年5月竣工。

“在疫情出现之初，项目施工遇到了一些麻
烦。”项目工程部部长李万利说，施工所需的材料
主要来自我省澄迈县、江苏常州和广西防城港。
受本轮疫情的影响，一度出现项目材料运输车辆
无法通行影响施工进度的情况。得知这个情况
后，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事，积极与省
内其他区、县对接，协调项目部办理运输车辆及人
员通行证，保证施工场所在封闭管理状态下正常
运转。

解决了材料难题，为了保证施工进度，项目部
在原有安保值班人员基础上增加人手，工地入口
处实行值班制，安排专人24小时轮班值守，严查
进入项目人员健康码、行程码、24小时内核酸检
测报告，落实扫地点码工作。同时，项目部每日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办公区每日至少消杀2次，外部
后勤补给、材料供应、垃圾转运等人员与工地内部
施工、管理人员实施了两个闭环之间人员物料“非
接触”管理，所有外来物资在物资消杀区消杀后才
可进工地，并实行食堂分餐制，由后厨人员送餐上
门等。

截至目前，塔楼钢柱及钢梁安装到42层，楼承
板铺设至34层，施工高度已达到199米，是海口市
在建全钢结构项目中高度最高的超高层建筑。

海南乡村振兴网
帮助儋州100万斤香蕉找到买家

首批3万斤香蕉已出岛
本报那大9月1日电（记者傅人

意）采摘、打包、装车……9月1日上
午，在儋州市光村镇新盈农场种植户
郑加才的260亩香蕉园里，工人们正
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当天，3万斤香
蕉从这里发车开往湖南长沙。

受本轮疫情影响，不少香蕉出现
待销。当郑加才了解到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旗下的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海南
乡村振兴网发起的“公益海南”四号行
动已经帮助海南一些种植户找到买
家，销售了一批水果瓜菜后，他看到了
一线希望，于是上网求助。

8月30日，海南热带阳光果业有
限公司通过海南乡村振兴网工作人员
联系上了郑加才。

当看到郑加才有100万斤左右的
香蕉待销的消息，经双方沟通，海南热
带阳光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田由存
先缴纳一笔定金，并约定9月1日先
采购3万斤香蕉，将销往湖南长沙大
型批发市场，以解种植户燃眉之急。

“如果香蕉品质保证，我们将在一个月
内分批采购完种植户待销的100万斤
香蕉。”田由存表示，参与“公益海南”
四号行动能够帮助种植户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为海南的农产品销售贡献一
份力量，他觉得很有意义。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韩星

8月8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
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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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集结近600名爱心人
士、120多家企业和组织积极响应号
召，开展抗疫物资捐赠、帮扶等公益
行动。截至8月31日，#海南抗疫帮
忙#话题全网阅读量已超3300万，发
布的互助信息2000余条。

“临高缺物资，我们准备了一批
医疗物资，有没有去临高的车？”“我
是开粮油店的，看到新闻上说物资
紧张，想向三亚、乐东捐赠一批大
米。”“我们商会可以协调20吨蔬菜
和1万只医用口罩发往海南，请问
哪里最需要支援？”

8月8日，2022全民战疫“益”
起来——“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向
社会发出互助倡议。同步组建的互
助微信群里，越来越多人加入，为疫
情捐款捐物。

当前，已有120多家企业、组织
积极响应号召，开展抗疫物资捐
赠。截至8月25日，“公益海南”四
号行动累计助力捐赠抗疫物资超

过796万元。
“地里2000斤柠檬成熟了，运不

出去怎么办？”“我有200亩菠萝蜜无
人收购，能不能帮忙对接外地企
业？”……在海南乡村振兴网的办公
室里，助农专线电话响个不停。“公益
海南”四号行动启动后，助农专线同
步上线，“微信互助群”同步建立，收
到求助信息后，值班人员通过媒体发
布，并积极团结社会各界爱心机构、
企业、个人，搭建抗疫助农的桥梁。

热线一端连着田间地头，一端
连着企业。海南乡村振兴网通过专
门的营销渠道，联系对接采购商，为
疫情下待销的农产品找销路，目前
已对接了中海油、省供销社、菜篮
子、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
南柠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海南
新享云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热带阳
光果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企业，加
大对海南农副产品的购买力度。

截至8月31日，“公益海南”四
号行动通过求助后台筛选登记300
余条有效助农供需信息，成功对接农
产品销售（含捐赠）累计184.5万斤。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公益海南”
四号行动联合海南省各大医院，第一

时间响应病患对医疗药物的紧急求
助，为其开具相关药物并送货上门。

8月22日，儋州网友小玲反映
急缺救命药。6年前，因为突发急性
病毒性脑炎，小玲落下了癫痫病，每
天必须服用氯硝西泮片控制病情。
一旦停药导致病情发作，可能危及
生命。“这是比较特殊的处方药，我
是在海口市人民医院开的。”小玲
说，由于疫情，多地实行静态管理，

买药成了难题。
在“公益海南”几位爱心人士帮

忙下，两瓶救命药辗转五指山、海
口、儋州3个市县送到她手中。

强信心、暖民心、聚人心。自“公
益海南”四号行动开展以来，海南省
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传播矩阵和媒
体平台优势，发布的一个个展现海南
抗疫守望相助的视频，总播放量达
1500万。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已累计助力捐赠抗疫物资超796万元，累计对接农产品销售184.5万斤

“公益海南”微光成炬

“十二条”金融举措
助力全省做好“双统筹”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李力 李晶石）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印发《关于统筹
做好金融支持海南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
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十二条具体举措支持海南省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包括：一是加大对
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为海南省“双统筹”工作
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二是强化对关键领
域的信贷支持，在“双统筹”中巩固拓展园区金
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跨境金融

“五位一体”金融新发展格局成果。三是用好用
实用足“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金融助企纾
困政策”等特殊时期金融政策，帮助受疫情持续
影响行业企业渡过难关，支持经济尽快恢复发
展。四是保持房地产信贷稳定供给，支持海南构
建新型住房保障体系。五是加强对受疫情影响
个人、新市民群体等的金融服务。六是持续优化
消费金融服务，助力海南实现超常规刺激消费回
补。七是加大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债券融资对接
力度。八是积极开展跨境贸易收支便利化改革，
提升跨境贸易收支便利度。九是深化跨境投融
资便利化改革，便利企业跨境投融资。十是持续
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便利海南自贸港人民币跨
境使用。十一是优化企业汇率避险服务。十二
是夯实金融发展基础条件，为海南自贸港营造一
流的金融服务和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刘海龙

9月1日下午3时，位于洋浦的中
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炼化）工程部和维保楼前，员
工们开始排队做核酸采样。做完后，
大家迅速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厂区
里轰鸣的机器声，表明厂区生产运行
正常有序。

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后，海南炼化坚
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按照“防控责
任清晰化、防疫内容条理化、管控项点
精准化、执行措施标准化”工作思路，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安全运行。
本轮疫情暴发之初，海南炼化就

宣布进入应急状态。除了进一步完善
“1+1+6”防疫组织领导机制外，自我
加压率先推行“泡泡式封闭管理”，将
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家属纳入防疫
网络，形成11个封闭运行的驻点。一
个驻点就是一个全封闭的“泡泡”，生
产和生活均在“泡泡”里面运行。

为了确保“泡泡”里面的人员与社
会面完全隔绝，海南炼化党委成立了
由党员及青年员工组成的540名志愿
者队伍，投入抗疫一线。志愿者除了

正常上班外，休息时间就配合医护人
员做好核酸采样工作，保障生活和防
疫物资供应，在11个驻点值守等。同
时，在厂区围墙增设摄像头，严格落实
24小时值守巡逻，杜绝内外私自传递
物品造成的风险。

8月中旬，海南炼化根据疫情形
势变化，当机立断，升级防控管理措
施，对厂区进行全封闭管理，一线关键
岗位员工吃住在厂里，厂区所有的大
门紧闭，严禁随意出入。

扎牢关口，严控与社会面接触。
海南炼化第一时间关闭了所有车辆进

出厂的门禁，只开通生产保障、应急保
障和后勤保障等用车门禁通行权限，
运用信息化手段完善门禁系统，实现
一人一刷、一车一杆，准确记录出入信
息。同时通过卫星定位，掌控车辆行
驶轨迹。厂区内设立“隔离舱”，利用
相关建筑作为独立隔离点，有效隔离
风险人群，一旦发现异常，就地完全封
闭隔离，等待政府接运。

第一时间注销所有承包商的门禁
权限，全部纳入厂区统一管理，通过大
数据，连通厂区门禁、“安全眼”等系
统，对进出厂区人员的健康码、疫苗接

种等信息进行实时统计分析、动态导
出，健康码出现异常的人员将被自动
冻结进厂权限。8月份以来，通过精
准排查追踪红黄码等健康码异常的人
员，冻结上万人次出入厂门禁权限，及
时切断风险。

在严格管控之下，截至9月1日，
海南炼化共完成25轮全员核酸检测，
没有发现一例阳性感染者，确保厂区
生产经营安全有序运行。目前，海南
炼化的产能已恢复到了疫情发生前的
90%，有力保障了我省成品油及液化
气稳定供应。（本报洋浦9月1日电）

海南炼化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

泡泡式管理确保生产经营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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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海南”搭建抗疫助农桥梁，助力种植户的菠萝蜜销往外地。（资料图）

一线直击

9月 1日，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项目乐东段，工人在加固
并调整基层模板顺直度。环
岛旅游公路作为省重点项目，
受疫情影响，项目方坚持闭环
管理，想方设法推进工程进
度，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文/见习记者 苏杰德
记者 曾毓慧

图/本报记者 韦茂金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加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