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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那批原料都正常投产了吗？如
果企业需要帮忙，您可以随时跟我们
沟通。”9月22日上午，定安塔岭工业
园区工作人员王昌瑰，来到海南熊猫
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乳品）回
访时向企业询问道。

分装、打包、装箱……此时的熊猫
乳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有序地将
一袋袋椰汁产品装进纸箱，送入库房。

“企业生产已恢复常态，等冷链车
一到，这批产品会第一时间出厂运往
全国各地。”看着厂里一批批产品顺利
生产运出，熊猫乳品副总经理林恩待
原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一周前，
他还在为企业从国外进口的一批原材
料滞留港口头疼不已。

“那是一批从新加坡进口的原料产

品，其中有40余吨9月初已到达洋浦
港。”林恩待解释道，以往只需两三天就
能完成的清关工作，受到疫情影响，近
半个月过去货物还未能顺利出港。

“到了9月中旬，我们的原料库存
已经基本‘见底’。如果再不及时补货，
企业不仅将面临产品断供，还会产生占
有率下跌、口碑下滑等后续影响。”回忆
起那半个月，林恩待形容自己像“热锅
上的蚂蚁”，苦于找不到解决办法。

启动复工达产“百日大攻坚”行动
后，定安各职能部门纷纷采取举措，下
企业、进工厂、送政策，为企业纾困解
难。

9月15日，定安县委常委、副县长
陈小燕率领的企业服务专员团队，恰好
到熊猫乳品进行调研。会上，林恩待第
一时间向各部门反映了企业难处。

得知企业需求后，各部门迅速行

动——
定安县科工信局第一时间联系省

工信厅，协调海关部门解决通关问题；
塔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加紧为企
业办理通行证；交通部门保障运输；还
有县委有关负责人与洋浦方面对接，
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

让林恩待意想不到的是，仅过去
一天，他就接到了电话：通关解决了！

9月16日当天，熊猫乳品所有滞留
货物从洋浦港运出。17日运输到厂后，
这些原料已迅速投入企业日常生产。

“感谢政府，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为
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采访中，林恩待
多次表达感激之情。

在定安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如
今，熊猫乳品的车间又恢复了往日的
活力，各条流水线运作正常，生产已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

“目前我们的二期扩建项目正在
加速建设，预计10月底可以投入生
产。有了二期项目的加持，我们的年
产值有望实现翻番。”在巡视车间流水
工作时，林恩待充满信心地说。

“作为园区主管部门，我们也会尽
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在助力企业申
请高新技术企业的同时，帮助企业实
现产值提升。”王昌瑰说。

（本报定城9月22日电）

定安推动干部下沉为企业纾困解难

愁了半个月的难题，一天解决了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符润彩

“工人进场了，这两天就可以开工
了吗？太好了！”9月22日下午，在儋
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区中视金海湾小
区（二期），接到施工方的电话后，儋州
光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俊十分高
兴，“终于可以复工了，感谢儋州市营
商环境建设局，解决了企业的一个大
难题。”

儋州光华置业有限公司是海南
中视集团的子公司，在儋州滨海新区
开发的“中视金海湾”住宅二期项目

有5栋住宅楼。此前，因设计和施工
不规范等问题，燃气管道施工方未能
按期完成该项目的燃气管道安装，同
时，有部分已安装的管道因不符合要
求需要拆除重新安装。该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向相关部门反映
后，施工方承诺2021年12月底完成
燃气管道铺设安装。可因种种原因，
还有4栋住宅楼没有完成安装工作。

“有的楼层已有业主入住了，随着
房子交付的增多，入住的业主会越来
越多，如果燃气不能及时开通，业主会
有意见。”刘俊说，无奈之下，今年5月

30日，公司向省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投
诉，请求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解决
燃气管道安装问题。

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接到省营
商环境工作专班批转过来的督办函件
后，立即安排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办公室督办员干卿跟进，深入项目
现场核实，向企业了解情况，多次召集
行业主管部门、项目业主、施工方、监
理单位等开会，协调处理，要求各方落
实主体责任，采取具体措施，解决问
题。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先后召开

了 3 次协调会，最后一次是今年 7
月底开的。”干卿说，经过沟通协
调，施工方答应克服重新设计和施
工的困难，尽快恢复燃气管道施
工。可是，由于8月初疫情发生，工
人无法进场施工。

“现在疫情形势好转，各个企业项
目都已开始复工复产了，你们也要抓
紧进场施工。”9月17日，干卿立即给
燃气管道施工方相关负责人打电话，
要求对方抓紧复工，按期完成燃气管
道安装。

刘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

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的督促下，9月19
日上午，施工方来与他们开会，商量复
工相关事宜。对方承诺，加大人手投
入，9月底完成两栋楼的燃气管道的
安装，并接通燃气，达到住户使用要
求；10月底再完成另外两栋楼的燃气
管道的安装，彻底解决该小区的燃气
使用问题。

“十分感谢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
局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介入，燃气
管道施工问题就不会这么快得到解
决。”刘俊说。

（本报那大9月22日电）

儋州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企业燃气安装难题

解企业“燃”眉之急

当好企业复工达产
“娘家人”

■ 颜海康

我叫颜海康，是儋州市和庆镇副镇长，也是
企业复工复产的一名“服务员”。当前，海南正
在扎实开展“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作为
镇干部，我和同事常往企业跑，积极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最近，我一直牵挂着海南惊哲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的复工情况。受疫情影响，该企业与和
庆镇美灵村合作建设的生态养殖基地停工了一
个多月，企业很着急。接到企业负责人张飞的
电话后，我赶紧驱车赶到基地，协调解决企业复
工复产碰到的难题。

这个生态养殖基地位于美灵村巴总村民小
组，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其中棚舍及配套
设施有1360平方米，正处于收尾阶段。为了加
快企业复工复产，我和村干部商量，在做好防疫
的前提下，为基地建设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工
人、机械、材料及时进场。

“基地目前已经通水、通电，还有1周左右
就可以完工。”9月22日下午，基地施工现场负
责人和我说，复工复产很顺利。

企业反映，他们将利用“秸秆+益生菌”技
术，利用农作物秸秆粉碎后混合专用益生菌，
开展生态养殖，降低养殖环境污染风险。他们
担心，由于当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程度较低，
秸秆的供应可能不及时，难以满足生态养殖需
要。

针对企业的诉求，我们在实地走访多个乡
村的基础上，发现秸秆的有效回收运输确实存
在一些短板。我们积极争取儋州市农业农村局
的支持，用好秸秆回收利用的相关扶持政策，建
立乡村服务队，灵活机动回收秸秆（枯枝败
叶）。政府采购粉碎机、农用车委托服务队上
门、上田服务，还给予秸秆回收补助，打通秸秆
资源化利用的堵点。

不仅是海南惊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连日
来，我和同事们基本跑遍了镇里的农业企业和
种植基地，倾听企业诉求，“一企一策”，跟踪到
位，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减少
企业停产减产损失。我认为，服务企业复工复
产，干部要围绕企业转，“一对一”帮扶，点对点
持续跟踪，才能让企业“轻装上阵”，尽快复工达
产。

企业有需要，服务在身边。我将为企业发
展持续跑腿，用情用心当好助企纾困“娘家
人”。企业早一日复工达产，有序扩大生产经
营，镇域经济才会更有活力。
（讲述时间：2022.9.22 见习记者曹马志整理）

■ 本报记者 郭萃

一方是企业产品积压销售困难，一
方是在建项目缺乏生产材料，怎么办？
一场推介会帮助双方搭建了平台。

9月22日上午，海口国家高新区
为园区建筑类工业企业举办产品推介
会，帮助企业拓宽销售渠道，促进企业

与项目间的合作与交流。
“我们的在建项目需要大尺寸电

子玻璃，但运输成本较高，想问下园区
企业目前电子玻璃尺寸最大能做到多
少？”推介会现场，一项目方提出疑问。

“目前最大尺寸长度可以达到12
米，宽度3米，主要取决于原材料，如
果项目有需求，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研究。”企业回答道。

……
在推介会现场，项目和企业之间

交流热情高涨。“这对于我们来说，真
是雪中送炭，将推动解决企业目前所
面临的问题。”海南美亚电能有限公司

总经理伍志清说。
这场推介会的开展并非平白无故，

而是建立在企业需求基础上开展的。
9月16日，我省启动“万名干部下

企业”服务行动，当天，海口高新区便派
出干部深入了解企业诉求并开展帮扶。

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服务局副局
长曾佑成就是其中一员。9月16日下
午，曾佑成走访了海南雄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和建华建材（海南）有限公
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受疫情影响，我们价值约3000万
元的产品积压在工厂，无法销售，这就
导致资金无法回流，企业接下来的生产

无法顺利进行。”海南雄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智星提出诉求，希望
园区能帮忙搭建平台，解决难题。

“在当天走访中，两家企业均反映
存在产品积压的问题。于是高新区又
派出干部分批走访园区20余家建筑
类企业，收集企业诉求，同时与园区在
建项目联系，了解到项目方也面临着
材料运输成本上涨、供应短缺等情
况。”曾佑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企业有供应需求，项目有采购需
求，为何不将双方对接起来，既可以扩
宽企业市场，也可以降低采购成本？于
是，走访完企业后仅过2天，这场建筑类

工业企业产品推介会便开始筹备。
“想法一提出来就得到了企业和

项目的积极响应，40余个在建项目参
加，7 家企业主动提出进行产品推
介。”曾佑成说。

“帮扶来得非常及时，效果也很
好。”伍志清表示，当天就有项目方与
其联系，有合作的意向。企业有信心
尽快恢复生产进度，并力争扩大规模。

据悉，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
先后通过推行深化“企业秘书”制度、
开展企业“大走访”、纾难解困座谈会
等方式，积极帮助园区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海口高新区为建材类项目企业开展推介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一场企业与项目的“双向奔赴”

我省“万名干部下企业”
服务行动商贸服务业组：

百名干部“一对一”
服务百家企业

本报讯（记者罗霞）为高效开展“万名干
部下企业”服务行动，9月20日，省商务厅联合
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海口举办“百名干部下
企业”工作动员培训会，我省“万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商贸服务业组100名干部参加培
训。

在我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中，我
省在省级层面成立了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
行动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工信和建筑业
组、农林牧渔组、旅游和文化体育组、商贸服务
业组等10个服务组。省商务厅作为商贸服务
业组牵头单位，及时制定并印发了《海南省商贸
服务业组“百名干部下企业”服务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安排100名干部对接100家企
业，开展“一对一”服务。

根据《方案》，商贸服务业组100名干部来
自15个省级部门，每人负责1家企业进行点对
点服务。所服务的100家商贸服务业企业分为
8大类别，分别是零售、餐饮、会展、农贸市场、
电商、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外资。

商贸服务业组重点开展协调防疫工作、推
动政策落实、优化企业服务、解决堵点难点等方
面服务工作。在推动政策落实方面，深入企业
宣讲解读政策，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米”，帮
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在优化企业服务方面，
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协调员和工作联络员，发
挥政企沟通桥梁纽带作用，迅速与企业联系，抓
紧上门走访，开展常态化服务，做到有需必应、
快速响应；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和现场服务，从上
游原材料对接、生产端服务、销售环节给予企业
帮助。在解决堵点难点中，深入了解掌握企业
面临的困难问题，倾听诉求建议，摸清根源症
结，推动破解急难愁盼问题。

在动员培训会上，商贸服务业组相关负责
人就如何开展下企业服务工作，进行了讲解和
指导。会议为下企业干部鼓劲，并提出了严格
要求。通过动员培训，与会干部纷纷表示，将主
动作为，以一流的服务态度，做好服务工作。

定安塔岭工业园区工作人员（右一）了解企业需求。张博 摄

9月21日，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工人们坚守岗位，有序施工。
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2.6万平方米，招商工作已基本完成，超800个品牌确认入驻。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郜璐璐 图/文

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
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