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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9月10日电（记者叶
媛媛）9月9日，定安召开复工达产“百
日大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定安将通过百日
行动，聚焦主要经济指标，分四大领域
开展专项攻坚，推动重点企业复工达
产，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根据部署，在“百日大攻坚”行动
中，定安将以稳工业、抓产能，稳投资、
抓项目，促消费、提活力，促增收、保民

生为目标，分领域开展攻坚。
在推动产能提升方面，定安将通

过结对帮扶、跟踪服务、畅通融资渠
道等方式，助力企业增产增效。针对
县内2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点
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为企业协
调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保障企业供应链畅通、产业链稳
定，全力推动企业实现100%复工达
产。

在项目建设方面，定安将实行县
级领导包联项目责任制，将投资任务
分解落实到所有项目每月工作量，采
用问题清单、限时销号的方式压实任
务、加快进度，确保完成年度投资目
标。

值得一提的是，定安还将在“夜经
济”赛道上发力，引导主要商圈和特色
商业街与文化、旅游休闲等紧密结合，
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设深夜营业专

区、24小时便利店和“深夜食堂”等特
色餐饮街区，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文
旅消费集聚区，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
推动消费高质量发展。

同时，打造祈福旅游路线、探花研
学路线、爱情文化旅游路线、红色文化
旅游路线等4条特色旅游路线，开通
定安—屯昌旅游直通车，打造水塔咖
啡品牌，增加旅游产品供给，提振定安
旅游消费活力。

就如何稳定就业形势，定安将打
出一套“组合拳”。一方面，多渠道搭
建就业服务平台，打造 3个就业驿
站，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用工信
息、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另一方
面，抓好职业技能培训，在持续做好

“定安护工”品牌打造的基础上探索
培育新的劳务品牌，根据重点企业
（项目）发展需求针对性开展劳动力
技能培训。

稳工业 抓项目 促消费 保民生

定安启动复工达产百日攻坚行动
保障节假日市场供应

昌江每日调运40吨蔬菜
本报石碌9月10日电（记者刘婧姝 通讯员

符健柏）9月10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第二农贸市场，南瓜、包菜、胡萝卜、西兰花等各
类新鲜的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菜价牌上清楚
地标注了价格。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当天的“1
元菜”有圆白菜和胡萝卜等，实惠价格吸引不少市
民购买。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节假日期间蔬菜供应
和市场价格稳定，9月10日至11日，该县菜篮
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推出“菜篮子”平价菜活
动，每日调运40吨蔬菜供给县城石碌第二农贸
市场、河北市场、马路市场，以及海矿片区、西
苑片区、县政府片区、和泰小区、福源小区、和
悦小区9个平价蔬菜专区供应点。平价蔬菜价
格低至每斤1元至 2元，其他蔬菜的销售价格
均比市场价格每斤便宜0.5元至1.5元不等。同
时，该公司还将根据各专区销售情况，及时做好
补货工作，让广大群众能够买到新鲜的平价蔬
菜。

“到政府指定的平价平台购买蔬菜，蔬菜很新
鲜，价格很实惠。”昌江石碌镇居民兰秀梅说。

琼海收购滞销蔬菜向市民免费供应

滞销菜变“暖心菜”
本报嘉积9月10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 通

讯员陈卓）9月9日上午，在琼海市潭门镇多亩村
蔬菜基地，不少工作人员正埋头在农田里采摘空
心菜。不久后，这些新鲜的空心菜将被打捆、清
洗，运往琼海城区各大超市。

据了解，疫情期间，琼海部分蔬菜种植企业出
现农产品滞销问题，其中海南省乐农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基地的2万斤滞销空心菜找不到销售渠
道，这让该公司负责人朱其颖颇为着急。

为帮助琼海蔬菜种植企业解决销路难题，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琼海支公司在琼海市农业农
村局、琼海市商务局、琼海市财政局等部门的指
导下向蔬菜种植企业采购空心菜。9月9日至
13日期间，这批价值3万元空心菜将被投放到
嘉积城区的各大超市，免费向市民发放。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琼海支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举措既能缓解企业压力，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便
利。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妍馨）海南日报记者9
月10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获
悉，中秋节当天，海南电网主网工程仍
有17个重点项目不停工，近300名建
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

“项目马上要进入启动送电的关键
环节了，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把各
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确保给运行单
位提交一个零缺陷的优质项目。”在昌
江生物质发电项目110千伏送电线路
新建工程项目现场，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公司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二科高级经
理翁时亮再次叮嘱现场工作人员。当
天20时50分，该项目顺利投产送电。

据悉，昌江生物质发电站是我省
第一个生物质发电项目，也是海南西

部重要供电电源，主要以农作物秸秆、
稻壳、树皮等农业废弃物作为燃料进
行发电。作为清洁能源输出项目，昌
江生物质发电项目110千伏送电线路
新建工程总投资2466.18万元，于今
年5月底开工。

为克服疫情影响，翁时亮已连续驻
扎昌江26天，他一方面严格落实当地
防疫措施；另一方面积极沟通汇报，获
得属地交通、防疫指挥部的支持，有序
安排作业人员分批进场施工。

连日来，海南电网公司坚持“一手
打伞，一手干活”，积极协调各方，统筹
疫情防控和电网建设。截至9月10
日，在各市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海南
电网受疫情影响停工的57个主网项
目已有八成陆续复工。

海南电网57个主网项目
八成陆续复工

本报八所9月10日电 (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9月9日一大早，
位于东方市临港产业园的东方明阳新
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现
场，檩条安装工闫港做完每日核酸采
样后，便来到施工现场，系好安全带、
佩戴安全帽，乘坐登高作业车到达项
目主机厂房屋面，忙着开展檩条安装
作业。

当前，随着工人、原材料、机械设备
陆续进场到位，东方明阳新能源高端装
备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实现了全面复工
复产，所有作业面全面铺开。

据了解，东方明阳新能源高端装
备产业基地项目为省重点项目，总投
资约50亿元，分2期建设。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轮疫情
发生后，该项目并未停工，工地上有

70多名工人，大家利用已有的、能协
调进场的原材料进行施工作业。但是
由于部分技术工进不来，部分重要原
材料到不了，项目作业面未全部打开。

“9月1日以来，陆续有新的工人
进场，当前工地工人已达到 110 多
人。”施工单位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
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邹杰说，同时2
台28米的登高作业车、3台吊车也进

场了，恢复物流后，消防管、线管等水
电材料以及门窗材料都进场了，“后
续，保温棉、彩钢瓦、行车梁制动板等
材料和高空压瓦机等设备将进场，保
障主机厂房建设。”

“在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我们不
忘抓好疫情防控。”施工单位项目安全
总监丁相儒说，除了组织工人每日核
酸采样外，项目部还会安排人员对办

公区、工人生活区、食堂等重点场所开
展每日不少于3次消杀工作；对于需
要外出的工人，会严格实行登记报备。

“项目一期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胡丹说，目前已倒排工期，根据施工
任务，采取增加工人、适当延长作业时
间、增加机械设备等措施，确保工期节
点任务完成、项目早日投产。

东方明阳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全面复工复产

火力全开 按下复工“快进键”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从9月9日上午召开
的海口市2022年度第三批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上获悉，海口江东新区
起步区首个商业综合体——江东天地
商业综合体开工。该项目总投资19亿
元，计划2024年8月开业运营，建成后
可进一步提升园区产城融合竞争力。

据了解，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项
目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中轴线，是
起步区第一个商业综合体，未来将打
造成为集滨海文娱、生态商业、创意办

公为一体的复合型商业街区。该项目
计划到2024年2月竣工交付，同年的
8月就可以实现开业运营。

海口市江东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江东天地的建设将加快完善园
区起步区的功能性配套，通过多元
的业态配置，丰富的文娱活动，便捷
的生活服务，创造高端产业人才向
往的工作环境，吸引更多企业、资
本、人才聚集，加快推进江东现代服
务业示范区建设，助推江东新区出
形象、聚人气。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
首个商业综合体开工

本报洋浦9月10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9月9日下午，
4艘散货轮在国投洋浦港泊位一字排
开，正在进行卸货作业。在5号泊位，
岸桥吊指挥着抓手从“爱马仕”货轮货
舱里抓取大豆，卸到岸上的漏斗里。
货车停在漏斗的下方装货。等大豆装
满后，货车驶出码头，前往洋浦保税港
区。这批大豆是食用大豆油的生产原
料，由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紧急从巴西进口。

“这批大豆共42856吨，昨天下午
1点多钟开始卸货，一般3天左右可卸
完。”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调度室经理
陈坚说，疫情期间，国投洋浦港一直保
持着繁忙的作业状态。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是国家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

2012年，该公司与新加坡裕廊海港合
作，成立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
负责洋浦港区码头经营。

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后，国投洋浦
港党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对港口进行闭环管理，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及
时掌握员工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
等信息，确保做到员工应检尽检。

“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线作业
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港口里，不接触社
会面。”陈坚说，加上劳务外包工人，目
前在港口闭环作业的人员达349人，
保证整个港口安全有序运行。

尽管受疫情影响，但8月国投洋
浦港仍完成货物吞吐量54.773万吨，
其中散杂货32.4616万吨，同比增长
9.62%。集装箱吞吐量达 15592 标
箱。

国投洋浦港8月货物吞吐量达54万多吨

散杂货同比增长9.62%

琼中湾岭镇抓好病虫害防治

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本报营根9月10日电（见习记者 刘宁玥）9

月8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加章村，连方
成片的水稻开始抽穗扬花和灌浆，农技负责人陈
世锦正仔细检查叶片，寻找是否有稻纵卷叶螟和
稻飞虱的踪迹。“刚打完一轮药剂，现在基本看不
到害虫，我们还要持续监测水稻的生长情况。”陈
世锦说。

日前，这里受“两迁”害虫影响，翠绿的稻田冒
出点点枯黄。8月25日，琼中县农技中心到加章
村查清病虫害情况，当即对接专业团队。8月26
日，两组作业人员赶到这片洋田，开展“飞防”作
业。“截至9月4日，我们对湾岭镇2200亩洋田全
面完成首轮病虫害防治，期间调运农药也十分顺
畅。”作业队负责人曾扬果说。

距离湾岭镇晚稻收获约有一个月时间，如今
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亦是“虫口夺食”的紧要关
头。“目前防治处置率已达95%。”琼中县农技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带领共6组“飞防”
作业人员，以早晚轮班的形式，开展快速、高质量、
专业化的统防统治，以降低虫口密度、减少病虫害
的危害，确保安全生产。

白沙七坊镇:

无人机飞播
水稻晚造也能“赶早”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邝钰蓉 吴伟
智）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尔信村辖区的
水田处，一架搭载着水稻种子的无人机正旋转着
机翼来回穿梭于田间，有序地撒下稻种。

“这次计划飞播30亩，1个小时内就可以完
工。”七坊镇副镇长谢卓飞介绍，与传统人工插
秧相比，采取无人机飞播作业可以有效减少人
力、物力成本，能较大程度地缩短水稻生育期。
据悉，本轮疫情恢复农业生产以来，七坊镇杂交
水稻晚造种植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耕地机不
足、种植人员较少等困难。为此，该镇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了晚造统耕统种工作实施方案，引进无
人机团队采用无人机作业，抢抓农时推进晚造水
稻种植工作。

该无人机团队技术人员介绍，按照事先设定
好的航线，通过无人机飞播，将稻种播撒到田里，
每播种2亩田一般只需要两三分钟，大大提高了
播种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据统计，七坊镇已将2600多亩稻田列入机耕
计划。截至目前，已通过机耕及无人机飞播作业
面积达800多亩。接下来，七坊镇将统筹多方资
源，继续做好机耕、泡种等工作，保障农户不误农
事、不误农时。

工人在海医一附院江东新院区项目施工现场
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9月10日，游客在中免集团海口日月广场免
税店选购免税品。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9月9日，博鳌乐城先行区一工地，建筑工人在大雨间隙加紧铺设模板。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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