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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海南这些农产品急寻大宗采购买家

如果您有待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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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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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岛农产品
运输平稳有序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郭萃）9月2日上
午，在海口新海港货车过磅处，货车司机李先生运
载了一车菠萝蜜准备前往广西。在出示了健康
码、核酸检测结果等相关证明以及车辆装载信息
后，李先生驾驶车辆进入绿色通道，仅用了10分
钟便顺利登船等待过海。

“即便是疫情期间，我们农产品运输车辆过海
也并未受到影响，通过专用通道也大大节省了我
们的待渡时间。”李先生说。

记者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为
做好疫情期间海南农产品出岛工作，海口各港口
为物资保障车辆开设物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第
一时间快速疏运，今年8月，海口秀英、新海两港
区共发出农产品类车辆1.83万辆次，平均每日发
出592辆次，疫情期间出岛农产品运输平稳有序。

在推进农产品流通方面，海口主动承接涉农
运输车辆通行证线上审批，8月以来，累计受理线
上涉农运输车辆通行证审批申请4.46万件，审核
通过运输车辆2.55万台次，平均办件时间1.4小
时，受到广大运销户的高度好评。

本报八所9月2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东方市感城
镇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着力解决农产品待
销等问题。截至9月1日，该镇通
过“农创商贸感恩河商城”和“海南
大吃猫”两个线上助农平台共帮助
农户出售丝瓜、空心菜、小白菜、青
瓜等待销蔬菜近2万斤。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9月2日从东方感城镇社
会服务中心获悉的。

东方感城镇种植户麦孙余
说，他在感城镇民兴村种植了30
亩丝瓜，8 月中旬丝瓜进入高产
期。由于日前东方实行全域静态
管理，运输车辆无法进出，他为丝
瓜销售之事“着急上火”。此时，
感城镇政府工作人员找上门，帮
助他把农产品放到线上助农平台
售卖。同时，感城镇政府还积极
与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沟通，帮助
其解决了丝瓜运输问题。

东方感城镇：

打通线上渠道
助农卖菜近2万斤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梁振文）近日，记者从儋州农业
农村局获悉，该局自8月28日开始
协助光村镇香蕉种植户采销香蕉。
截至8月31日，光村镇已销售1015
吨香蕉，剩余待销香蕉904吨。

9月1日，光村镇新盈居种植户
欧祖全的香蕉种植基地内，数十名工
人在忙碌着采收香蕉、分切香蕉、装

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光村镇
待销香蕉共1919吨，涉及23户农
户。儋州农业农村局共协调5支收
蕉专业队伍到各香蕉基地进行采收，
并联系收购商收购解决销售问题。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大部分香蕉待销的农户已和
收购商达成购销意向，其余个别农
户与收购商还在商谈中。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严经纬）“我公司代理进口
一批种虾，预计今天下午2点左右到
达，由于疫情原因耽误航班，请海关
给予及时查验放行。”8月30日上午，
海口海关所属文昌海关查检科接到
海南共赢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明
钧的求助电话。

接到电话后，文昌海关在查验通
关环节及时跟踪了解货物物流情况，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安排人员加
班加点提前赶赴查验地待命，保障货
物能够第一时间查验放行，以最大限
度降低损耗，节约企业运营成本。

据了解，文昌市是海南进口亲虾
的主要繁育基地，现有进口种虾隔离
场地13家，约占海南进口种虾隔离
场地80%。文昌市进口亲虾繁育基
地每年繁育虾苗300亿尾，总值约5
亿元，逐步形成了从引种、繁苗到养

殖、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今年以来，文昌海关积极贯彻落

实海关总署促外贸保稳提质十条措
施，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扎实推
动进境种虾检疫监管。通过开展企
业调研，收集及解决企业在通关环节
的诉求；实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及24小时预约加班服务，确保进境
种虾“零滞留”；加强动物疫病监测及
隔离监管力度，严防疫情疫病传入。

儋州农业农村局：

协调采摘销售
助农卖出千吨香蕉

文昌海关开辟绿色通道保障辖区水产业供应链稳定

进口种虾“零滞留”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9月1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儋
州市王五镇赤坎村村民柯周番来到
田里，麻利地采摘秋葵，整个人干劲
十足。

“秋葵刚长熟，很鲜嫩。”柯周番一
边采摘，一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多亏
了“农小二”，收购商来到田头，他种的
菜有了销路，搞种植更有奔头。

柯周番口中的“农小二”，是儋
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曾德山。
就在前几天，曾德山接到王五镇政
府工作人员的“求援电话”，电话中
说，由于该镇实施临时性静态管理，
导致一批瓜菜滞销，其中就有柯周
番家的菜。

为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农业
生产，儋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农
村防控专班于日前成立了一支“农小

二”服务小分队，由一批熟悉“三农”
工作的党员干部组成，“点对点”服务
保障全市农业复工复产，聚合力搭起
滞销农产品产销“桥梁”。

曾德山在了解清楚农户滞销产
品的种类、数量等情况后，多方联系
有意向的农产品收购商，最终找到了
海南胜祥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郑秋莲。

经过“农小二”的牵线搭桥，郑

秋莲很快带着工人到王五镇赤坎
村，在田头收购了数百斤的秋葵和
丝瓜。“农户的菜，我们是能收尽收，
帮助他们增加收入。”郑秋莲说，连
日来，她共收购了王五镇1.5万斤的
滞销蔬菜。

在儋州，不少企业也积极和“农
小二”联系，购买滞销农产品。中海
工程建设总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副总经理李桂举介绍，该企业已累计

收购5000多斤蔬菜，涉及几十位农
户，后续还将联合合作伙伴，逐步加
大采购力度，拓宽农产品销路。

除了助农卖菜，曾德山还对接了
光村镇、东成镇等4个乡镇和三都办
事处，收集该片区滞销农产品情况，
推动产销畅通，同时，协调为农业生
产和保供企业提供“一站式”办理绿
色通行证的服务，累计办理通行证近
200张。 （本报那大9月2日电）

儋州“点对点”服务保障农业复工复产

“农小二”下乡 采购商上门

我省稳步推进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
建平 郑开旭）9月1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
碌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现场，一台塔吊车挥动
摆臂，正在起吊一块钢板，送往水库大坝，在大坝
闸门外，工人站在高高的铁架上忙着清洁闸门。

8月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省
众多水利在建工程施工计划。省水务厅、各市县
水务部门等单位全力筑牢疫情防控防线，稳步推
进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等重
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度。

海口龙塘大坝枢纽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邱海永
说，当前该工程建设已进入高峰阶段，项目部全体
人员确保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合理安排施工工期，
做到抗疫保产两不误。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迈湾枢纽工程施工总承
包项目部副经理张润林介绍，受疫情影响，休假人
员和新增人员无法进入工地，为此他们不断调整
施工计划，24小时轮岗值班施工，集中攻坚节点
工程，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信息窗

1.澄迈老城镇谭城村有800亩400多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邓先生 13976316101

2.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镇漾月村白沙穴村民小组有650亩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吴先生 13876771310

3.儋州吉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有40万斤泰国八号菠萝蜜待销。

联系电话：13627535688

4.临高临城镇有100亩菠萝蜜待销。

联系电话：倪女士 13337602381

5.东方江边乡有超60万斤黑皮冬瓜待销。

联系电话：陈先生 13976978858

6.琼中黎母山镇新进农场有18万斤泰国红宝石青柚待销。

联系电话：陈先生 18789000338

7. 琼中湾岭镇有18万斤黑香糯稻谷和红米稻谷待销，10元/斤，还有

12万斤香米稻谷待销，3元/斤。

联系电话：孙先生 18976175111

8.乐东抱由镇番豆村有10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伍先生 13337617804

9.万宁礼纪镇有10万斤冬瓜待销。

联系电话：钟先生 13098905958

屯昌县坡心镇高朗洋蔬菜种植基地屯昌县坡心镇高朗洋蔬菜种植基地。。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委、市政
府获悉，该市将全面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攻坚三
季度、冲刺下半年，加力加劲冲刺年

度经济目标任务。
根据海口市委、市政府对近期重

点工作的调度分析，今年1-7月海口
市农业总产值91.87亿元，呈平稳增
长态势。接下来，海口将按照紧抓
扩植增产增效，提升蔬菜、生猪自给
率，扎实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促进渔业、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
打造特色品牌，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畅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工资性收
入。此外，海口农业部门还计划制
定应对疫情冲击保障农业生产的相
关措施，积极应对疫情冲击下农产

品产销问题。
在工业经济运行方面，今年1—7

月海口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
411.43亿元，同比增长9.4%。随着海
口市疫情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
前企业基本都复工复产。下一步，海
口将在工业方面深度挖潜增效，持续

推进市领导大走访活动，抓好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跟踪调度，加快投产满产
进度。紧盯重点工业项目，采取“一
对一”服务，解决项目建设堵点卡点
问题，推动项目投资计划前移。狠抓
招商落地，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
育，注入优质动能。

海口加力加劲冲刺年度经济目标任务

注入优质动能 深度挖潜增效

协调解决
菜农销路

日前，在屯昌县坡心镇高
朗洋蔬菜种植基地，工人在地
里除草、摘菜、种菜。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屯昌
农业部门积极与县菜篮子公
司对接，协调解决菜农销路问
题，8 月至今已收购蔬菜
5.1775吨。

通讯员 林小丹 摄

民生保障、保供稳价、刺激消费……

五指山出台措施助推经济增长
本报五指山9月2日电 （记者

谢凯）9月 1日，为推动经济增长动
力，《五指山市超常规稳住经济大盘
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印发实施。《行动方案》提出7大项
共35条具体举措来强化投资、为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促进就业、加强民
生保障、刺激消费，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保障。

在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方面，
《行动方案》明确要扩大小微企业

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对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适用增值
税一般计税方法的个体工商户）、
行业企业可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
税额；加大降税力度，对小规模纳
税人、小微企业等可免征特定条件
下的增值税。

在民生保障和保供稳价上，要
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做好
医疗保障，保障好交通物流畅通，实
施生活物资保供稳价行动，加强常

年蔬菜基地建设，确保自给率达到
60%以上。

在刺激消费方面，围绕发放政
府消费券、开展餐饮购物旅游消费
回补等行动刺激市场消费，计划开
展“五指山中部汽车展”，激活汽车
消费潜力。

在强化稳增长和供给侧动力方
面，实施旅游业恢复重振行动，筹备
举办好“雨林与您”系列活动；重点
抓好冬季瓜菜、茶产业等农业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