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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李豌
本报记者 刘婧姝

9月9日，临高县调楼镇国家能
源集团国能临高光伏电站中，一块
块光伏板下的空地中，搭建着一个
个蔬菜大棚。一个月前，大棚里的
蔬菜刚刚种下。走到菜地后侧，响
起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声音，工人潘
统文正驾驶秸秆还田机整理土地，
为下一步种植做准备。

近日，随着静态管理解除，在临高
县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国家能
源集团乐东发电有限公司临高100兆
瓦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农业种植负责人
潘冰积极增加人手，轮班24小时作

业，追赶受疫情影响的生产进度。“疫
情期间，只有3到4个工人工作，还有
大面积的地来不及翻，耽误了工期。”
潘冰说，在政府部门的协调用工下，现
在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根据潘冰介绍，这片蔬菜大棚
一共 800 亩，种植蔬菜品种都从

“15+N”基本蔬菜种类中选取，根据
品种不同，每年种菜6至8茬，以空
心菜为例，一茬亩产可达1200斤。
成熟后将有30%供应临高本地。

同时积极投入复工复产的，还有
菜地之上的光伏产业。在一公里外
的电力控制室，运维工程师何国根正
通过大屏幕，监控设备运行参数，保
证所有光伏板正常运行。疫情期间，

这里有8名工作人员轮班值守，每天
至少保证有6名工作人员在岗。

“在促进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
的同时，农光互补项目充分利用光伏
板下的闲余土地，既能发展能源产
业，也能发展有机农业，复合产业有
利于提高效率、增加产值，既能保‘菜
篮子’供应、稳菜价，也能推动我们按
原计划完成全县全年（工业）产值目
标。”临高县发改委主任文锋介绍。

据悉，目前，临高县已经开工建
设5个农光互补项目，2022年全年
预计完成投资10.25亿元，预计到今
年10月底其中3个项目可并网发
电，年内可完成产值超2000万元。

（本报临城9月11日电）

临高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

农光互补拎稳“菜篮子”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哒哒哒……”9月11日下午，儋州白马井中心渔
港，渔民林炳安跃入渔船，头一件事就是启动发动机，
为渔船“体检”。听到久违的轰鸣声，他黝黑的脸上舒
展开畅快的笑意。

中秋节假期，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他的琼临渔
04044号渔船上，对渔船进行里里外外的检查，调试设备、
检修渔具。“9月14日，儋州开渔！”当天下午，手机中弹出
一条消息，正在船头修补渔网的他，兴奋地跳了起来。

本轮疫情发生后，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第一时间
进行封闭管理，琼临渔04044号和500多艘渔船一起

“宅”在港口内。
休渔期，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国斌同样在

港口忙着。他和同事坚守在港口，24小时轮班值守，
守好渔港防疫阵地，为开渔做着各项准备，推动“一手
打伞，一手干活”，统筹做好渔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工作。

“开渔在即，防疫不松懈。”在白马井中心渔港，陈
国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局联合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白马井海岸派出所、白马井镇政府成立渔港联防
联控组，督促船东船长、渔民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及进
出港报备。该渔港将设立1个24小时核酸采样点。

当天下午，记者和渔港联防联控组成员、儋州市畜
牧渔业服务中心队长王琼成，登上琼临渔04044号。

“林船长，船上有几个工人，船员这几天都做了核酸采
样吗……”王琼成一边在船舱内外检查设施设备情况，
一边向林炳安询问防疫举措落实情况。

“我们这个船加我有8个人，每天都在做核酸检
测，健康码都是绿码。”林炳安戴着口罩，打开手机“亮
出”健康码。

“开渔日子快到了，预祝你出海顺利，鱼虾满仓！”
王琼成告别林炳安后，又奔向下一艘船。

陈国斌介绍，为高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渔业
复工复产，儋州市成立了渔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
作领导小组，并成立了白马井中心渔港、新英渔港、海
头渔港等9个渔港一线联防联控组，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轮守，筑牢疫情防控“海上防线”，保障顺利开渔。

（本报那大9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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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9月11日电（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毛景慧）“那边的箱子递
我一下”“这些得摆放整齐”……9月
11日上午，在定安塔岭工业园区海
南乐椰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内，工人们
正迅速将一批即将发出的货物摆放
装车。

9月9日定安复工达产“百日大
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吹响了
复工达产“百日大攻坚”的号角。为
加快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把因疫情落

下的进度赶回来，海南乐椰食品有限
公司的工人们都在开足马力忙生产。

“往年中秋假期我们都是放假3
天，但今年大家只放了1天，就全部
回来上班了，目前两条生产线均已开
工。”海南乐椰食品有限公司行政文
员陈仙燕说道。

在塔岭工业园区内，同样假期不
停产的还有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新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建邦制
药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塔岭工业园

区规上企业。连日来，火热的生产、
忙碌的身影成为园区各家企业的普
遍场景。各规上企业正争分夺秒抢
进度、抓订单、拓销路，中秋期间不停
工、不停产，力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塔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做好纳统工作，全力
服务园区重点企业达产超产，推动全
县规上工业产值全年同比增长10%
以上，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不低于省
定目标。

乐城做好疫情防控和园区发展双统筹

抢抓建设进度
打好发展“组合拳”

本报博鳌9月11日电（见习记者 陈子仪）近
日，在琼海乐城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铁臂挥舞，
工程机械车来回穿梭。绑钢筋、焊构件……主桥
上，多个工种施工交织在一起，现场一片热火朝天。

“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乐城大桥项目实现全封
闭管理，强化工地内外两个闭环，严格落实施工人
员每日自身健康监测、‘每天一检’工作要求，每日
采取‘扫码、测温、戴口罩’措施，并禁止无关人员
进入工地。”乐城大桥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孙方岛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作为连接琼海市区与乐城先行区，推动琼海
产城融合的重要交通设施，乐城大桥计划明年实
现功能性通车。为了追赶受疫情影响的工程进
度，部分班组加班加点，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按照项目的时间节
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乐城先行区部分项
目工地钢材、混凝土等原料运输无法及时送达，乐
城先行区管理局积极对接省发改委等部门，在道
路交通管控期间协调办理临时车辆通行证，保障
建设物资供应。

疫情期间，乐城先行区还全力保障园区患者
游客的医旅需求，为多位危急重症患者开通就医

“绿色通道”。
日前，来自三亚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申请前往

乐城先行区使用特许药品那昔妥单抗。为做好疫情
防控，同时服务保障患儿用药需求，乐城先行区制定
全套接诊方案，设置隔离病区及专属就诊通道。8
月17日，来自三亚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在乐城先行
区博鳌未来医院顺利接受治疗，用上了救命药。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乐城先行
区将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压实防控责任，严格
遵守省市防疫指挥部要求，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做到园区防疫、发展建设“两手抓、两不误”。

万宁市出台全面加快
复工复产14条措施

房租减免即申即享
水电欠费不停供

本报万城9月11日电（记者张惠宁）9月9
日，为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安全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确保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万宁市出
台了全面加快复工复产的14条措施，并成立相关
工作专班或明确责任单位，确保措施落实到位。

据悉，万宁对承租市属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2022年减
免一年房屋租金（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对复工复产企业2022年8月至10月生产经
营所需的用电、用水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向缴费
部门申请费用缓缴，实行“欠费不停供、不收滞纳
金”措施。

该市还对今年9月30日前复工复产的工业企
业，从复工复产之日起到12月份，每月给予企业银
行贷款年利率不超过5%部分的实际支付利息进
行补贴，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万
元，单户享受贴息补助总金额累计不超过25万元。

其他激励措施还包括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
业，实施“免申即享”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将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提至90%。将大型
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30%提至50%，并拓宽失业
保险留工补助受益范围，由中小微企业扩大至受
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所有参保企
业。申请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单位缴费部
分，其中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工伤、失业保险费延
长缓缴至2023年5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9月11日下午，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渔港工作人员向渔民了解开渔前
的准备工作。 见习记者 曹马志 摄

定安塔岭工业园区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

假期不停工 企业干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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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佘楚海，电话：15289765355。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坡博西村358

号，邮箱：774048681@qq.com。

减资公告
海南槟韵槟榔产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Y
UMN8E）经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500万元减少至222.5万元，
债权债务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典 当 公 告资讯
广场

减资注销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清算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启稚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10632407813

8L），清算原因：注销。现申请注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清算组由李鑫、

陈淑贞、何小慧、韩少冰、周小菊、

黄凤翔、张乙玲组成。清算期间：

2022年8月23日至2022年10月

6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遗 失

广告·热线：66810888

9月 7日，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
禁毒办深入文庄一小开展“禁毒宣传
进万家”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师
生对毒品及其危害性的认识，筑牢校
园禁毒“防火墙”。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
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折页、现场讲

解禁毒知识等方式，向师生详细介绍
了“什么是毒品”“毒品的种类”及新型
毒品的特征和危害等知识，告诫同学
们要谨慎交友，不进入酒吧、ktv等娱
乐场所，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自觉抵制毒品、远离
毒品侵害。

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师生对毒
品的危害性和新型毒品的隐蔽性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增强了他们远离毒
品的意识和抵制毒品、自我保护的能
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禁毒宣传氛
围。

（撰稿/梁子 王和宽）

海口市琼山区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筑牢禁毒“防火墙”远离毒品侵害

◀上接A01版
抓紧完善规划，加快建设，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
监控，进一步助力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更
加注重统筹衔接，加强与相关部门资源整合，强化
信息共享。要进一步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明确相
关业务底数，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省
政协将积极与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沟通
合作，做好生态环保民主监督工作。

副省长闫希军参加调研。

毛万春到海南社会管理
信息化平台调研

9月11日，在位于定安塔岭工业园区的海南乐椰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内，工人将一批要发出的货物摆放整齐。
通讯员 毛景慧 摄

◀上接A01版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8月27

日，准备离开东方市八所镇永安社区那
天，居民们手握小红旗，合唱了一首《感
恩的心》，场景仍时不时浮现在天津市
援琼医疗队医护人员杨静伟的脑海里。

“这是我第一次支援外省抗疫，让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海南人民的热情。”
杨静伟说，在东方的这段时间她收获了
许多感动：每次核酸采样，许多居民都
会双手合并对他们表示感谢；风雨天
里，当地工作人员专门送来雨伞和暖水
杯……

本轮疫情发生后，天津市迅速组建
了一支由37家派出机构、156家医疗卫
生单位、1008名医务人员组成的核酸
采样队驰援海南。

8月12日抵达海南后，天津市援琼
医疗队按照既定工作安排，分赴陵水、
东方开展采样工作，连续奋战的15天
里，累计出动采样人员1.27万余人次，
采样407.6万余人次。

在做好核酸采样工作的同时，天津
市援琼医疗队还结合“天津经验”，持续
在大规模核酸筛查组织管理等方面提
供疫情防控专业支持，并根据当地实际
和天津的工作经验编制起草了《陵水县
常态化核酸检测工作方案（草案）》，助

力陵水建立常态化核酸检测工作机制。
9月8日上午，湖南省援琼医疗队

与三亚中心医院联合举办重症病房交
接仪式，标志着三亚市新冠重症患者实
现阶段性清零，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此次驰援海南，湖南
派出了省内最强重症救治团队，自8月
20日抵达三亚以来，仅用1天便完成病
区改造，并实现实时监测、提前干预；仅
用1小时便完成患者转运与病区整合，
实现与浙江重症团队撤离后的无缝衔
接。同时坚持“一人一策”、精准施治，
新冠重症患者平均ICU住院时间缩短
至6.7天；坚持每日督查、每日通报、每
周考核，确保了院感零发生。截至9月
8日，湖南省援琼医疗队累计收治新冠
重症患者27人，新冠治愈率100%。

……
20个省区市的驰援与帮助难以一

一道尽，但海南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
清零目标以及人们逐渐回归常态的生
活，是他们留给海南最好的礼物。

椰风诉谢意
要将最好的回馈给你

谢谢你们，为海南守护过！
8月29日起，各地援琼医疗队陆

续踏上归途。
无论是驻扎的酒店、高速公路还

是机场，有送别援琼医疗队的地方，都
交织着泪水与欢笑。“你到哪里，我就
送到哪里，多送一步，就多见一面。”

任何言语都不足以表达，这数十
个日日夜夜，你们与海南结下的这份
患难真情。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9月4日上午，在儋州市运动员村，一
首耳熟能详的山东民歌响起，自发赶
来的数十位市民早早地等候在路旁，
用力挥舞着国旗，不少人哼起民歌的
旋律，为完成抗疫任务的山东援琼医
疗队送行。

8月16日，山东援琼方舱医疗队
赶赴儋州，进驻儋州三号方舱医院并
开展救治工作。501人的医疗队分别
来自青岛、潍坊、临沂等地的医院以及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5
家省属医疗机构，他们昼夜不懈地照
顾治疗患者。

当天，山东省援琼方舱医疗队
副队长边文超拎着行李刚走出大
门，熟悉的山东民歌旋律让他倍感
亲切，不停地向送行的群众挥手。

“这首《沂蒙山小调》是陪伴我们山
东人成长的经典歌曲，听到它就感

觉像在家乡一样。”边文超动情地
说，儋州人民的用心相待让他感动
不已。援琼期间，海南人民面对疫
情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深深感染了
他，“病毒无情人有情”。

“我们的离开意味着三亚的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现在
非常兴奋，不仅因为可以安心回家，也
因为相信三亚的明天会更好。”9月6
日，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广东省援琼
医疗队总领队崇雨田说。离琼当天，
广东省人民医院援琼队员改编演唱的
《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以致敬广东
援琼医疗队全体队员。“很荣幸和海南
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守护北纬18度的
美丽和温暖，并为之倾尽全力。我们
会牢记这份情谊，祝福海南！祝福三
亚！”广东省援琼医疗队队员张蓝溪
说。

来时无畏，归时无恙。9月3日，
完成使命的上海市援琼医疗队带着海
南人民满满的感激之情凯旋。当天上
午，在三亚交警铁骑的护送下，载着医
疗队员的车辆缓缓驶离酒店，两旁的
工作人员挥手欢送最可爱的人。

“援琼抗疫将是我一辈子难忘的
经历，会永远珍藏在心中。”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援琼医疗队队员张昂

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8月17日三
亚第四方舱医院开舱的夜晚，连夜转
运来的患者静静地坐在车里等待办理
入院手续，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海南人
民的淳朴、宽厚。

8 月 21 日，在三亚第三方舱医
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援琼医疗队队
员陈奕度过了难忘的24岁生日。“今
年情况特殊，没想到同事们还专门为
我准备了鲜花和蛋糕。援琼期间，来
自不同医院的医疗队员像家人一样彼
此关爱，互帮互助，共克时艰。”陈奕
说。

“美丽的海南，美丽的三亚，我们
一定会回来的！”回家前，上海市援琼
医疗队许多队员都说出心声，他们期
盼着三亚早日夺得抗疫胜利，也期盼
再次来到海南，好好感受这里的碧海
蓝天。

9月，是收获的季节。在海南的
一场场送别，也是2万余名援琼医疗
队队员与海南并肩战“疫”结下的“果
实”。我们期待再次相遇，但不再是以
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想离别，但更期待
离别后的重逢。

送走疫情，结下友谊。我们相信：
有情不管别离久，情在相逢终有期。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海南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