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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栋泽 叶晓敏

9月5日凌晨，满载货物的海南航
空HU797航班从海口美兰机场飞赴
澳大利亚悉尼，标志着海口⇌悉尼国
际货运航线再次恢复。这也是海口美
兰机场克服疫情冲击，今年9月以来
恢复的第2条国际货运航线。

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充分发
挥企业首席服务员作用，积极主动做
好企业服务工作，推动助企纾困政策

落地见效，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推
进我省航空货运有序复产复工。

今年，美印航空等企业反映，受疫
情影响，海口⇌新加坡⇌雅加达等国
际货运航线无法顺利复航，得知情况
后，省交通运输厅及时组织相关单位
召开了海南国际货运航线工作座谈
会，协调解决了企业关注的优化防疫
流程、机组隔离酒店保障、飞机消杀、
保障亏损补贴等实际困难，为我省加
快恢复国际货运航线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省交通运输厅通过梳理解

决我省国际货运航线发展的防疫堵
点，已帮助海口美兰机场国际货运航
线实现每周10架次的高频执飞，相关
航线的复航加密也在抓紧推进中。

此外，今年8月上旬，受疫情影
响，我省正常航班几乎中断，海南虾苗

“南苗北运”出岛受阻，相关企业焦急
万分。省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同省发
改委、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沟通，及时
启动了《海南省鲜活农产品应急航空
运输保障机制》，共同寻求解决途径。

省交通运输厅还迅速联系中州航

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四川航空等
多家航空公司，寻求运力支持；利用海
航、南航已有的正常客运航班计划，通
过“客改货”“窄变宽”等方式，有效提
升运载能力；协调民航监管部门，争取

“特事特办”支持，协助中州航空等顺
利申请航线，参与运输工作；同时还紧
盯航班运行各环节，加强航班保障工
作协调力度，避免出现航班因机场接
收问题无法起飞、人手短缺无法及时
装卸货等情况。

在各方的通力协作下，8月10日

至9月7日，我省已顺利运送1335.35
吨、约52.5亿尾虾苗出岛，有效解决
疫情防控下虾苗企业“急难愁盼”问
题，为鲜活农产品运输打通了“空中通
道”。

未来，省交通运输厅将坚决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一手打伞、一手干
活”部署，在筑牢疫情防控防线的同
时，主动服务企业、解决企业困难，持
续推动我省航空货运业务发展，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我省航空货运复工复产工作加快推进

国际航线高频执飞 逾52亿尾虾苗出岛

洋浦地区海关多措并举
助企办理货物通关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林书喜 通讯员符策
游艺峰 周安航）受疫情原因，进口免税品在码头
滞留怎么办？近日，深免集团（海南）运营总部有
限公司一票滞留的进口免税品，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海关、洋浦港海关的积极推动下，采取“转关”模
式，通过“洋浦-海口”海上穿梭巴士调运至海口
港，并顺利办理货物通关手续。

据介绍，今年8月中旬，深免集团（海南）运营
总部有限公司申报了1瓶价值70万元人民币的
轩尼诗XO干邑白兰地，集装箱停放在洋浦国际
集装箱码头。受疫情影响，该票货物的货主及其
代理人员无法到场协助海关实施查验。

“这瓶洋酒全球限量30瓶，用的是特殊包装
运输，需要专业人员现场拆装。”上述公司负责人
陈文智拨通了海关电话。收到该公司的求助后，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洋浦港海关积极与企业对
接，协调码头经营人及货物目的地海关，提出通过
海上穿梭巴士调运货物的措施，走通关“最优路
线”，降低疫情对企业影响。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洋浦港海关相关负责
人介绍，疫情期间，海关大力推广“无陪同”查验，
在查验过程中与货主及其代理人进行远程音视频
连线，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同时叠加应用“非侵入
式”机检查验，快速完成滞留货物的口岸查验；针
对货值较高且有特殊要求的免税品，积极协调各
方，采取“转关”模式，通过海上穿梭巴士将免税品
调运至目的地办理货物通关手续。

万宁：

70多艘渔船出海作业
本报万城9月8日电（记者张惠

宁）9月7日，万宁市印发恢复渔船出
海作业疫情防控和渔业安全生产措施
的通知，确定万宁市开海时间为9月8
日中午12时。截至9月8日18时，该
市有70多艘渔船出海作业。

9月8日上午10时30分，空中下
着雨，在万宁市港北港小海停泊着
400多艘渔船，“从昨天到现在，已有
近500艘渔船进行报备、准备出海。”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渔政中心主任黄家
涛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万宁列编的渔船有
1832艘，以20米长度以下的中小型
渔船为主，主要在万宁辖区近海海域
作业。当天上午，在万宁市渔政事务
服务中心港北服务站，还有不少渔民
在排队报备。根据要求，渔民出海和
返港要进行报备，填写渔船进出港报
告单和回执单，报备内容包括核酸检
测情况、出海人数等。

琼万渔00015号灯光渔船停泊
在港北小海，已做好出海准备，船上新
换的一排LED灯较为醒目。据了解，
传统的灯光渔船利用夜晚的灯光吸引
鱼，再围网捕鱼。该船船主卓汉彪说，
待天气好转，自己会天天出海，主要到
大洲岛一带海域捕鱼。

陵水：

渔民回港前1小时
须向管控组报备

本报椰林9月8日电（记者王迎
春 通讯员罗明钊）9月8日上午，在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的前
提下，陵水黎族自治县正式开渔。当
天，在该县新村镇渔港码头，完成准备
工作的渔船有序拔锚启航，驶出港湾。
据悉，新村镇渔港此次具备出海条件的
渔船共计382艘。

“落实好渔港闭环管理和渔民健
康监测工作，是筑牢海上疫情防线的
关键。”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渔民回港前1小时须
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向管控组
报备，并在回港后完成相应程序。管
控组人员会现场确认回港人数及渔获
情况，并做好渔民和渔获的核酸采样
工作。

据了解，该县加强渔船人员进出
港的管控，紧盯船舶出海、作业、返港
等各个环节，进一步筑牢“外防输入”
防控网，确保全面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海口开通
“青小聊”心理疏导热线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为帮助市民游客缓解
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近期，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
联合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口市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团支部开通“青小聊”心理疏导热
线，市民游客可拨打12345转“心理疏导专线”接
受服务，时间为每天9时至20时。热线将开通至
本轮疫情结束。

海汽逐步恢复
保亭等地至海口班线

本报海口9月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麦世晓）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9月8日起，海汽已
逐步恢复运营保亭、万宁、东方至海口班线。9月
9日起，海汽将逐步恢复运营昌江、文昌、五指山、
临高、琼中、屯昌、白沙、澄迈至海口班线。

班次详情以车站公布的实际发班时间为准，
旅客也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海汽客运”“海汽e行”
实时查询班次信息，或拨打车站客服电话咨询。

儋州中和镇推进复工复产

解忧“店小二”
一举解双愁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9月8日下午，儋州中和镇水井村火龙果基地
里，红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范锦江在地里查看作
物长势，一旁的陈长女忙着和工友们采摘、打包。

谁能想到，一个多月前，范锦江和陈长女还不
认识，却都在为疫情的影响发愁。

原来，作为水井村村民的陈长女和丈夫受疫
情影响，不能外出打工，家里一度失去主要收入
来源。

海南金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范锦江同
样很发愁，公司在水井村种了2100多亩火龙果，
全域静态管理下，外地的工人进不来，采摘打包都
缺人手。

范锦江马上给中和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郑应
良打电话。郑应良了解到，该镇有许多像陈长女
一样遭遇“打工难”的村民，于是迅速化身“店小
二”，推出一个举措解双愁——建立劳务就业专
班，搭建疫情期间用工“快速通道”。

为陈长女解忧——郑应良协调专班，为村民
找工作，对辖区各村进行“大摸底”，摸清该镇低风
险区意向就业的村民底数，掌握他们擅长的技能，
按照不同村子进行分类，建立劳动力供应“台账”。

为范锦江解忧——郑应良深知，作为该镇规
模最大的水果种植基地，范锦江的企业需要大量
的工人。在低风险区的好几个村庄走访了解情况
后，郑应良很快给范锦江回电，为该企业找到了
124名工人，可以有效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

不仅是金通农业，郑应良及时收集辖区种植
基地和农业企业的用工需求，建立一本依需动态
调整的劳动力需求“台账”。经过劳动力供需对
接，中和镇共为辖区内7家用工企业和种植基
地招了500多名工人。此外，还为其他乡镇低风
险区“点对点”进行劳动力输出，帮助数十位村民
在镇外找到工作。

“复工复产碰到啥事，我们都会联系郑镇长，
他都会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这个解忧‘店小
二’，管用！”范锦江说。 （本报那大9月8日电）

9月8日，在海马汽车海口基地的生产车间内，工人在检查汽车发动机。目前，海马汽车海口基地采取多项防
疫措施，抓好企业生产保障，为如期交付产品开足马力，加快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张婷婷 图/文开足马力保生产

复工复产·园区一线调查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张余雪

9月8日上午，走进位于海口复
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以下简称
海口复兴城）一区的海南自贸港网
红孵化示范基地，随处可见充满朝
气的年轻面孔。

据了解，8月疫情暴发以来，海口
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靠前服务、
主动对接，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
抓”，派出企业服务专员、组建复工复
产专班，为企业纾困解难，确保经营
招商、项目建设不断档。

“我身上这件是秋季最新款的卫
衣，非常百搭。”“我们再加5单，来！

上链接！”……8日上午，在海南自贸
港网红孵化示范基地的直播间内，主
播罗丽梅正对着镜头，一边展示身上
的衣服，一边同粉丝互动。

与此同时，基地人力资源部工作
人员李海鸾正对应聘者进行二轮面
试。“此前，在海口静态管理期间，基地
行政人员均在线上办公。”李海鸾主要
负责招聘工作，居家办公近20天内，
她每天至少要在线上举行3场面试。

“海口复兴城将数字经济作为着
力发展的四大垂直产业集群之一，已
形成以阿里巴巴、今日头条等龙头企
业带动的互联网产业生态链。”海口
复兴城运营副总经理周博介绍。

在企业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积
极克服困难的同时，海口复兴城也在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派出企业服务
专员、组建复工复产专班，主动帮企
业纾困解难。

“为优化营商环境、快速解决企
业的困难和问题，园区组建了企业首
席服务专员团队。团队共 12位成
员，为企业提供包含招商政策咨询、
落户注册申请、员工招聘等全方位服
务。同时，这轮疫情暴发后，园区还
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专班，为每家重
点企业安排1名‘服务专员’。服务
专班建立会商机制，每周召开会议研
讨企业反馈问题，对专班无法解决的
问题，及时反馈给发改部门统筹解
决。”海口复兴城企业服务专员邓璇
介绍，在专班的推动下，园区绝大部

分注册企业都已恢复正常经营。
与此同时，位于海口西海岸的

复兴城二区国际数字港也在加快施
工，全力以赴抢工期保进度，朝着今
年年底初步实现总部企业入驻的目
标推进。

“得益于政府部门及时提供的要
素保障，目前国际数字港项目的总部
企业办公地块和国际人才居住区主
体结构已封顶，砌体完成95%。”海口
复兴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疫情形势
持续稳中向好的背景下，该园区将继
续统筹推进园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不断完善企业服务机制，健全纾
困政策，蹄疾步稳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为推动全省经济稳定发展作出更
多贡献。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海口复兴城派出企业服务专员、组建复工复产专班

靠前为企服务 及时纾困解难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刘德焕

9月8日，看着工人们在生产基地
加紧种植圣女果等农作物，昌江黎族
自治县乌烈镇种植户李芳顺感慨道：

“每到生产旺季，仅靠我自己去招工并
不容易，还好有海南‘就业驿站’昌江
乌烈站免费推介农民工，帮了大忙！”

近段时间，随着全省疫情防控进
入收尾阶段，海南“就业驿站”各站点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将分散的零
工迅速组织起来，第一时间参加农产
品抢收抢种等工作，助力复工复产。

筑起灵活就业“蓄水池”

9月8日一大早，乌烈镇乌烈村村
民李腾初直奔该村瓜菜基地，铺设地

膜、种植辣椒，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做
满8小时，我可以挣到120元。”她说，
在家门口的这份工作，是由海南“就业
驿站”昌江乌烈站免费介绍的。

海南“就业驿站”昌江乌烈站负责
人李健祥说，9月5日以来，该站组织
了农民工30人到乌烈镇纳凤村抢种
圣女果、20人到十月田镇保平村铺设
地膜，有力缓解了各村用工难题。

记者了解到，海南“就业驿站”海
口青年路零工服务点还跨市县输送劳
动力。比如，家住海口的市民郅明等
10名灵活就业的零工，在该站推介
下，到澄迈县老城区丰树金马物流园
参加蔬菜分拣装卸工作。

海南“就业驿站”海口青年路零
工服务点负责人吴亚芳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该站正走访一批企业，征求

用工需求，并将联合相关力量举办就
业技能培训班，让灵活务工筑起就业

“蓄水池”。

搭起就业用工桥梁

“这段时间干的活比去年要多，周
边村里还有三四百亩地等着我去犁
呢！”东方市感城镇感南村村民麦明浪
主要负责驾驶拖拉机犁地，他告诉记
者，海南“就业驿站”东方感城站免费
给他找了好几单犁地业务，帮了他很
大的忙。

海南“就业驿站”东方感城站员
工苏明凯介绍，9月初，该站响应种
植企业和种植户需求，共组织24人
次到感城村、感南村、感北村的哈密
瓜基地犁地。

“请农民用拖拉机犁地，比耕牛犁
地效率更高，我可以及时把哈密瓜等
作物栽种下去。”东方市种植户苏琼志
称赞，海南“就业驿站”东方感城站给
农民工等求职者介绍工作分文不取，
帮用工者组织和输送劳动力也不收中
介费。

整合零工市场促双赢

近段时间，由于海南“就业驿站”
各市县站点组织劳动力参加农产品
采摘、包装运输和新一轮抢种等工
作，促动企业复工、农民挣钱，实现双
赢双收。

其中，海南“就业驿站”临高县东
英站输送20人，到该县皇桐镇香蕉基
地采摘、包装；东方板桥站以点对点方

式输送20名零工，到该市板桥南港村
包装哈密瓜；乐东黄流站利用劳务带
头人组织30人，到该市火龙果基地从
事包装工作。

海南德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多次与海南“就业驿站”相关站点合
作，该公司总经理李俊虎认为，“就业
驿站”采取“线下+线上”模式，助力复
工复产、推进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作
用。

“‘就业驿站’及时帮忙，缩短了求
职者与用人者相互寻觅的时间和空
间。”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局
长赵微表示，将继续采取“硬核”措施，
充分发挥“就业驿站”在零工市场的整
合效应，为推动复工复产提供强劲的
人力资源支撑。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我省“就业驿站”持续发挥零工市场整合效应，助力复工复产

化零为整 全力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