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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综合保税区多举措保障
重点项目不停工企业不停产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余小艳）9月14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海口综合保税区，物流运输
车排成长队有序出入，各在建项目工地机械作业
声此起彼伏，工人们遵守防疫规定，施工有条不
紊，忙赶工期。

当天上午，在海口综合保税区智能化加工制
造中心项目现场，20多台工程车同时作业、150余
名工人紧张施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在园区管
委会的支持下，项目一直未停工，目前，室内装饰装
修、消防工程、机电工程等均已完工，剩下室外人行
道铺设及绿化正在收尾中，预计9月底完工并验
收。”海口综合保税区智能化加工制造中心项目技
术总工程师王海丽告诉记者，该项目主体为4座标
准厂房，项目建成后将为海口综合保税区打造高附
加值产品加工制造基地添砖加瓦。

据了解，8月以来，海口综合保税区坚持防疫
和生产“两手抓”，采取多种举措帮助园区项目、企
业生产建设不停工不停产。疫情期间，园区30个
在建项目全部不停工、38家企业正常生产。

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进一步压实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

“企业服务员”服务，主动对接企业、安排专人对接
收集企业因疫情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企业稳工
稳产，做到疫情防控不放松、企业生产不停工。

本报三亚9月14日电（记者李梦
楠）9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市商务局获悉，日前三亚已向部分解
除临时性静态管理片区内生活服务类
场所开放复商复市申请通道，商家须
制定疫情防控方案，承诺有序恢复营
业并向相关部门报备。

据悉，符合条件的商家须制定疫情
防控方案，填写《有序恢复营业承诺
书》，其中，3000平方米以上大型超市、
商场向市商务局报备，菜篮子平价网点
向市发改委（稳价办）报备；3000平方
米以下中小型超市、理发店、便利店、餐
饮服务场所、母婴用品店等社区型商业
门店向所在辖区政府相关部门报备。

其中，餐饮服务场所仅提供到店自取、
外卖送餐服务，暂不开放堂食。

三亚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复商复市前，商家必须对营业场
所进行全面消杀和环境清洁，并做
好登记；开业后，每日对营业场所环
境实施消杀不少于两次，并在门店
显著位置张贴《营业秩序信息公
示》，根据公示内容主动接受辖区派
出所、综合执法、社区以及行业主管
部门的检查。

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生活服务
类场所的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需落实
核酸每天一检的要求，并录入“重点人
员监测管理系统”，做好登记备案。商

家应加强员工的健康监测和排查，落
实“早抗原”“日核酸”查验，执行“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

此外，按照相关规定，各生活服务
类场所要划设进出通道，做好人员分
流，合理设置收银台区域“一米线”，严
格按照正常客流量50%的标准进行
管控分流，当场所内客流量达到限额
时，停止顾客进入，按照“出一进一”的
方式放行，并在场所外设置缓冲区，引
导顾客间隔2米排队。顾客进入场所
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配合测温、扫
地点码或填表登记，出示健康码和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拒不配合的人员，
不得进入场所。

本报万城 9月 14日电（记者孙
慧 通讯员梁亚吉）9月13日，牛路岭
灌区工程在万宁市内的万宁干渠1#
隧洞进口动工，标志该灌区工程正式
开工。牛路岭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
57万亩，包括新增灌溉面积23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34万亩，工程建设完工

后可实现年可调水1.35亿立方米，城
乡供水受益人口近130万人。

牛路岭灌区工程是国务院部署实
施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和我国
2022年重点推进开工建设的六大灌
区工程之一，也是海南水网建设规划
布局的重点工程之一。该工程总投资

30.55亿元，施工总工期50个月，建成
后可有效解决万宁、琼海所辖21个乡
镇的城乡生活和工业用水。

牛路岭灌区工程将以牛路岭水库
作为主要水源之一，通过构建总干渠—
干渠—分干渠（管）—支渠（管）的输水
渠体系结构，输水渠体系设置了1条总

干渠、7条干渠、9条分干渠（管）和32条
支渠及补水渠，结合灌区内241座大中
小型水利工程，形成涉及万宁、琼海两
地“长藤结瓜”的大型灌区体系。建成
后，牛路岭灌区将成为继松涛、大广坝、
红岭后的我省第四个大型灌区。

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牛路岭灌区工程规模大、工
期长、任务重，在省水务厅大力推动和
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项目法人省水
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参建各方和社会
各界密切配合，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积
极沟通，主动作为，全力推动项目前期
工作，有效保障了项目按期开工。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日前，《海口市2022年
应对疫情冲击保障农业生产的十一
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印发，从
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指导服务、优
化进出岛车辆和人员核酸检测服
务、加强产销对接、加大对农业经营
主体的扶持力度等方面积极应对疫
情冲击下农产品产销问题，加快恢
复该市农业生产。

《措施》指出，进一步加强农业
生产指导服务。开展农业企业大走
访活动。为农业企业、种养大户提
供服务，做好车辆运输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农产品“产得出、运得走、供
得上”；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在
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
深化“三服务”，扎实开展“三联三送
三落实”等活动，全力保障“秋收冬
种”工作高效推进。

进一步优化进出岛车辆和人员
核酸检测服务。在海口市秀英港、新
海港、南港和G98环岛高速公路重点
服务区等场所，加密设置免费核酸采
样点，配足检测力量，优化检测流程，
尽快出检测结果，为进出海口的货车
司机提供便捷核酸检测服务。

进一步落实农业生产人员和涉
农运输车辆通行保障。对海口区域
内采购商、采摘工人等农业生产人
员实行“白名单制度”，及时发放个
人通行证。畅通运输车辆通行证办

理渠道，为涉农运输车辆办理通行
证，办证时限不超过3个小时。对9
月1日至30日运输鲜活农产品出
岛的车辆，协调省有关部门免除过
海费用。

进一步加强产销对接。指导各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商
超等加大农产品批发和零售。推动

“菜篮子”公司，与兄弟市县建立供
销合作关系；推行直采直供模式，减
少中间环节；构建多渠道销售网络，
保障稳定销售。加大采购力度，组
织本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简化流
程，开展“职工接龙、携手兴农”专项
行动，促进农产品销售。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
扶持力度。对纳入中国渔政系统的
海洋捕捞渔船，因防疫管控延迟出
海作业的，按每艘60元/天标准增
发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对吸纳相对
稳定脱贫户、监测对象或农村低收
入家庭（含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
劳动力3人以上就业，并与之签订1
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或劳务
协议的就业帮扶车间（基地），给予
一次性4000元/人的省级吸纳就业
奖补。

此外，海口还针对进一步加大
企业招用农民工补贴、加大金融支
持农业纾难解困政策力度、加大惠
农补贴政策的落实力度、加强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完善农资储备调
运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海口出台11条措施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积极应对农产品产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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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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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儋州光村镇塘根村有10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林先生 18389786579

2.儋州光村镇沙井村养殖基地有3万
斤南美白对虾和1万斤斑节虾待销

联系电话：应先生 13518875156

3.琼中营根镇加钗村有170头五脚猪
待销，放养12月龄

联系电话：韦女士 18789239115

4. 琼中湾岭镇有18万斤黑香糯稻谷、
红米稻谷和12万斤香米稻谷待销

联系电话：孙先生 18976175111

5. 乐东志仲镇保国农场有3万斤红芭
蕉待销，可以运输到各省

联系电话：吴先生 13976235799

6.乐东抱由镇延红村有1万-2万斤香
蕉待销

联系方式：文女士 13637629984

三亚隔检中心项目加快建设

已完成总体进度79%
本报三亚9月14日电（记者李梦楠 徐慧玲）

9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获悉，该园区重点项目国家（三亚）隔检中心
（一期）项目在抓好疫情防控和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目前项目已完成
总体进度79%。

“崖州区行政区解除封静态管理后，我们当天
按照园区规定要求，填报复工复产申请，并对工地
进行安全检查及全面消杀。经过现场复核后，12
号就正式复工复产。”该项目执行经理裴云州介
绍，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动植物隔离检疫中心、植物
隔离苗圃和污水处理站工程与配套工程。

“项目建设重要的一环是保障材料的运输，为
了不影响后续施工，科技城管理局协调相关部门，
为我们的车辆办理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裴云州介绍，他们还在工地门口设置专门的消杀
区，车辆到达后，由专人负责卸货，并对材料进行
消杀，驾乘人员不与施工区域工人产生交集，采取
人员物料“无接触”的方式，减少人员接触，提高工
作效率。

“目前总体进度完成79%，投用后将开展动
植物种质资源绿色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为进出境
动植物隔离检验检疫提供应用技术和标准供给支
撑。”裴云州表示，接下来该项目将在保证安全生
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人力、材料、机器投
入，科学安排施工工序，加快项目建设安全、优质、
高效推进。

三亚科技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
紧盯年初确定的目标，直面困难和挑战，畅通产业
链、供应链，打通物流堵点，进一步加快复工复产
进度，及时解决建筑工地在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各
种困难和问题，全力为复工复产做好各项服务，积
极推动项目建设。

牛路岭灌区工程开建
设计灌溉面积57万亩 受益人口近130万人

本报那大9月14日电（见习记
者曹马志）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
发改委获悉，该市统筹谋划、稳步推
进，在9月至10月首批32个总投资
67.7亿元项目开工建设。同时，采
取优化流程、加大人力物力等资源
投入的方式加快投资，确保第四季
度每个月在原有投资计划基础上稳
步提高投资额。

海南本轮疫情后，儋州市妇女
儿童医院项目进入闭环管理状态，
近200名工人和项目管理人员坚守
在工地，施工不停歇。中建一局一
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李佳昕坦言，
受疫情影响，项目的建设进度比原
定计划有所延迟。

“我们还有近200名工人将陆续
回到工地现场。”李佳昕一边拿出一
份工人细化分工表，一边向海南日报
记者介绍，即将返回的工人主要包括
木工、幕墙安装工、钢结构安装工、混
凝土工等。

目前，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
目进入粗装修施工阶段，主要开展

机电安装工程、墙面抹灰工程、外立
面装修工程、消防安装工程等施工，
累计完成投资进度约66%，完成施
工总产值超过3.1亿元。

“满血复活”，铆足干劲加速度，
成为当前儋州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关
键词。连日来，儋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项目及洋浦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项目、金发科技洋浦高性能新材
料项目、洋浦国际航运大厦、洋浦百
信信创国际总部基地、洋浦产城融
合安居工程一期、上海师大附属儋
州实验学校项目等重点项目，也稳
步提速，加快施工进度。

“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分行业制定具体复工复产方案。”儋
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郭蒲琴告诉记
者，该市多部门密切联动，深入企业
一线、项目一线，当好项目服务“店
小二”，科学有序有力组织各类重点
企业复工达产。着力推动已投产企
业尽快释放产能，规上工业企业从

“复产”到“达产”转变，促进在建项
目尽快投产形成产能。

儋州加快推进项目复工复产

推动首批32个项目开工

G15沈海高速，稳步推进

三亚将分阶段有序开放生活服务类场所

超市商场便利店等有序复商复市

⬇9月14日，航拍G15沈海高速海口段美安互通段。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9月14日，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社区，居民有序排队购买生活物资。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9月14日，儋州开渔，上千艘渔船准备驶向大海。
据了解，儋州市在白马井中心渔港、新英渔港、海头渔港、干

冲渔港等9个重点渔港设置渔港联防联控工作组，高效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渔业复工复产。

文/本报记者 曹马志 图/通讯员 吴文生

儋州，开渔！

一线直击

9月14日上午，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施工现场机
器轰鸣，正在进行沥青下面层摊铺。截至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
已基本完成，路面工程已完成45%，交安及机电工程在做好材
料备料的同时有序开展现场施工。

文/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陈慧文
图/本报记者 袁琛

➡9月14日，在G15沈海高速海口段美安互通段，正在进行
沥青摊铺施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