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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迎春

9月21日上午7时许，在轰鸣的
渔船马达声中，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镇新村中心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
象。出海捕捞的船只陆续返港靠岸，

清晨的阳光洒在一筐筐渔获上，空气
中洋溢着来自大海的“鲜”味。

“准备卸货咯！”新村镇海燕村
渔民林尤高站在船头，向岸上几个
熟识的收购商吆喝起来，这艘中型
渔船货仓里装的是昨晚捕捞的约
6000斤新鲜渔获物，其中池鱼和弯

刀鱼数量居多。船刚停稳，
他就安排船员抓紧

将货仓中的海

鲜分拣、装筐，收购商则候在岸边及
时搬运和称重。

不到半个小时，船上的海鲜就
被清空。结算过后，总共约3万元的
收益让林尤高干劲更足了。“鱼多
了，冰消耗得也快，待会就要去加冰
加油，再补一点生活物资。”林尤高
看了看天气预报，计划将下午出海
的时间提前。

渔民丰收，岸上的收购点人气也
很旺。“这种时期可是供不应求，所以
我凌晨5点就来此交易渔获了，预计
差不多能有5000斤吧。”为了保证海
鲜的鲜美，收购商戴喜来早早地备好
了足量的冰块，他一边联系着渔民卸
货，一边将渔获过秤和打包。收购点
的棚下，带鱼、池鱼、鱿鱼、马鲛鱼、花
蟹、皮皮虾等海鲜种类繁多，令人目
不暇接。

作为海鲜顺利上市的“桥梁”，码
头的收购商们一头连着渔船，一头连

着市场。“货都已经提前被订光了，我
们交易量比较大，大部分是采用冷链
运输发往海口和岛外的市场分销。”
戴喜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码头上还
有许多小型收购商，主要供给陵水各
乡镇，当地市场的鱼贩们同样会一早
赶来此处挑选采买。

随着渔业不断加快复工复产，
陵水也在织密海上疫情防控网，落实

“双统筹、两手抓”。上午8时许，忙完
渔获交易后，林尤高立即组织船员们
统一上岸进行核酸采样，并派儿子林
明章前往百米开外的渔政渔监站完
成渔船进出渔港报备工作。

“渔船在返港前必须向渔港管控
组报备，同时提供全体船员的身份
证、船员证、健康码和行程码，并补全
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单。”陵水县渔政
渔监站副站长吴清富介绍，报告单内
容包括出港时间、作业海域、跟班作
业渔船、进港时间、渔获品种、船员健

康监测等信息。
在渔港现场，记者看到几艘渔

船整齐有序地停泊在码头内，船头
挂着“绿旗”代表休整，不远处，准备
出海的渔船则悬挂红旗。“每人每次
出海都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
明，出海报备审核通过后，我们会发
放受理回执单和红旗（非陵水籍渔
船悬挂黄旗），这就是准许出海的

‘凭证’。回港后再交回红旗或黄
旗，悬挂绿旗休整。”吴清富说。此
外，港口还会根据上岸渔获物的数
量、品种，抽样核酸检测。

据了解，陵水于9月8日正式恢
复渔船出海作业。作为该县最大的
渔港，9月8日至9月20日，新村中心
渔港累计登记出海渔船1775艘次，
出海渔民7272人次，回港渔船1578
艘次，回港渔民6581人次，渔获物共
计265244公斤。

（本报椰林9月22日电）

“政府出台的补助政策让我们觉得很暖
心，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更有意愿帮助商户
共渡难关。”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汇
丰广场负责人张东强向陵水县商务局递交
了租金减免补助的申报材料。

据悉，受疫情影响，该广场暂停营业一
个月，9月5日起商户陆续恢复经营。对于铺
面租户而言，这段时间收入锐减，租金压力
不言而喻。为了减轻商户负担，增加其经营
信心，汇丰广场主动为符合要求的13家商户
进行8月份租金全免。

与此同时，陵水县商务局印发的《2022
年助企纾困经营性租金补助实施方案》也为
许多像汇丰广场一样主动担当的商场送去
了温暖。为了鼓励商业综合体、大型商场对
租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免疫情期间
的租金，对于疫情期间减免租户租金的企业
运营商或房屋业主，陵水政府给予减免租金
金额的40%租金补助，补助时段为2022年4
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此外，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增强信
心、恢复发展，陵水县商务局结合全县实
际，制定了助企纾困的农产品出口运费补
贴和餐饮服务单位核酸检测费用补贴实施
方案。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有序恢复，陵水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确保疫情防控落实到
位的前提下，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我们正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及政务服务
‘网上办’，充分利用海南省政务服务网、微
信工作群等方式，引导复工复产企业采用

‘互联网+’办理相关业务。”陵水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该局还在陵水 12345 热线平台
开辟了企业服务专席通道，由热线平台受
理有关营商环境诉求，通过“话务前台直
办+单位后台办理”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来
电诉求，打好政务服务“暖心牌”。同时不
断完善“陵水县政务中心—陵政通”办事平
台和“陵水12345—陵水易查”咨询答复平
台营商环境咨询服务功能，确保有关政策
可查可咨询。

（本报椰林9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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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当前，按照“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部署要求，陵
水黎族自治县坚持“一
手打伞，一手干活”，在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加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通过解
决堵点难点问题，做好
各类生产物资供应等举
措，陵水全力以“复”推
动农业生产不断档，项
目建设加速度，企业经
营有保障，书写好这份
复工复产“答卷”。

农业生产不断档

9月 20日，走进陵水光坡镇武山菜篮
子生产基地的育苗棚里，一株株圣女果种
苗绽绿吐翠，长势喜人，工人们全程佩戴口
罩，娴熟地运用喷灌设备对种苗洒水，精准
施肥。

“现在是圣女果育苗的关键时期。随着
人员和农资陆续到位，第一批苗将在三天后
开始嫁接，10月中旬就可以种植到农田中，
还能够赶上进度。”海南佳伟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佳雨仔细查看种苗的生长情
况，盘算着种植时间表。

刘佳雨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棚内培育的
100余万株圣女果种苗主要供应该公司约
700亩的圣女果种植基地。今年首批种苗自
8月1日开始培育，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育
苗计划，导致技术人员、工人、物资都难以顺
利到位。

针对上述问题，陵水县农业农村局联合
光坡镇政府积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开通农
业运输绿色通道，保障必要物资和人员通
行，并招募当地技术人员和村民就近上岗，
缓解育苗用工难。“得益于政府有力举措，我
们的种植工作能够有序开展。”刘佳雨说，目
前基地严格落实人员定期核酸检测等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开足马力抢抓农时。

“我们不仅开具了一批复工复产通行
证，还开通了24小时服务电话，安排专人值
班，多举措保障全县农产品产得出，运得走，
供得上。”陵水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该局将继续优化服务，抓好下半
年南繁育种、蔬菜生猪稳产保供、林果业管
理和冬季瓜菜备耕的生产工作，保障全年任
务顺利完成。

眼下新的南繁季已经到来，9月21日，
在陵水安马洋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科研
人员刘华招正弯腰将种子撒向田间，开启新
一轮的繁育试验。

为了不让种子因疫情耽误播种，在备
耕、备种时期，陵水县农业农村局就成立了
服务南繁工作专班，安排专人协调解决南繁
基地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实行南繁从
业人员“白名单”制度，开具南繁从业人员物
资运输车辆绿色通行证。

当前，陵水全力组织南繁复工复种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主动对接科研单位，了解
其来陵意向和时间；服务相关企业开展配套
服务区的复工工作，同时对接基地相关企
业，开展南繁种子加工、调运工作，解决人员
进厂加工、种子调运至外市县等实际问题，
保障育种需求。

9月22日，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
新试验区图书馆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严格
佩戴口罩和安全设备，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
业，全力冲刺重点项目建设工程节点。与此
同时，该试验区永久校区多个正在建设的项
目同样按下了“加速键”。

“图书馆和中国传媒大学考文垂学院项
目已进入装修阶段，我们正在进行精装、机
电、消防、幕墙及园林绿化等工序施工，九年
一贯制公立学校项目教学楼区域加快主体
结构施工。”项目承建方中建五局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了安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连日来，该单位持续落实闭环管理要求，封
锁不必要进出通道，对施工人员实行“两点
一线”管理。

作为省重点项目和陵水重要民生工程，
位于椰林镇的陵江东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通过强化闭环管理、防疫消杀、检测登记、
物资保障等举措，确保项目建设不停工。

“当前我们正加大人力、材料、机器投
入，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科学安排施工工序，
把施工进度抢回来。”上述项目负责人曾平
介绍，起初部分原材料采购运输不畅。对
此，陵水县发改委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服务，
积极协调对接，帮助解决其县内外材料的运
输问题，让施工材料及时到位。

当前，为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项目建
设，做好复工复产物资保障，陵水正开展专
项调研摸底全县砂石、水泥、混凝土等建筑
材料的生产、供应、储备情况，建立原材料供
应“白名单”，保障材料高效流通。同时，该
县还建立了重点企业项目精准帮扶机制，实
行重点项目“周调度”机制，与项目单位建立
沟通联系，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
和问题。

此外，陵水还保障项目建设“特事特办、
急事快办”。该县行政审批部门提前介入指
导，充分发挥“金牌管家”作用，优化“流程优
化+帮办代办”机制，实行工程建设项目“全
链条”审批手续“一次不用跑，全程帮代办”；
同时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和“验收即拿
证”审批服务模式，发挥主动协调作用，凝聚
合力组成“服务团”，助推全县重点项目实现
迅速开工建设，快速投产达效。

陵水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
不断巩固延续防疫成果

创建“无疫”家园
保障复工复产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基层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根据《全省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推进方案》
文件精神，陵水黎族自治县自8月23日以来，在
全县范围开展了“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工作。截至9月15日，该县已分6个批次完成了
186个村（社区、居）、小区评定上报工作，包括行
政村107个，农垦居2个，社区9个，小区68个，创
建目标完成率100%。

为确保“无疫村（社区）、小区”创建质量，实现创
建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陵水健全组织领导体系，成
立了以县委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优化聚合各相关部门和各乡镇创建力量，推动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落细落实。同
时，陵水通过凝聚一线党员干部和志愿力量，强化实
地审查督导，形成创建工作合力和提升效力。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陵水全县加快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其中，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不断巩
固延续防疫成果，推进复工复产，重燃大街小巷、
田间地头的“烟火气”。

9月22日上午9时许，在陵水椰林镇和平社
区居民委员会，沿街的生鲜肉菜店、副食店、药店
等商铺均已开门营业，居民有序选购采买。

作为全省第二批“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
的一员，和平社区地处县城商业繁华地段，辖区内
有和平农贸市场及周边多条繁华街道，是城乡居
民商品供应的主要场所和流通的主要渠道，常住
人口1951名，商户155户。自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该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通过“党建+网格”的工作模式，做到社区人
员排查全面覆盖、管控措施精准落地、服务管理全
程跟踪。

“为了安全、有效地助力复工复产，我们社区
组织工作人员对经营主体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督促每个店面严格落实进出人员测温、戴口罩、地
点码、健康码、行程码‘五件套’，每个经营者也要每
天进行核酸检测。”和平社区党支部书记沈朝明说。

另一边，农业复工复产也开足马力。9月21
日，在光坡镇武山村大补山田洋里，村民们正起垄
备耕，铺设地膜，为即将到来的圣女果种植做好准
备。武山村共16个村民小组，人口约4400人，主
要经济收入来自农业——耕地面积8000余亩，主
要以种植圣女果、西瓜、冬季蔬菜为主，圣女果是
该村的支柱产业。

现阶段正是圣女果种植期，武山村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协调镇政府为村里种
苗出售提供绿色通道，适当开放农资店、五金店，
为村里的农业生产提供保障。目前村里已种植圣
女果近500亩，预计11月中旬完成全村8000多
亩的冬种任务。

（本报椰林9月22日电）

陵水全面推动渔业复工复产

耕海鱼满仓 归来渔市旺

项目建设加速度 生产经营有保障B C

陵水县商务局印发的《2022年助企纾困经营性租金补助实施方案》

按减免租金金额的

40%租金补助

减免租户租金的

企业运营商或房屋业主

补助时段为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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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推行
“不见面”审批服务
探索全流程电子化

本报椰林9月22日电（记者王迎春 通讯员
杨国芳）连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坚持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两手抓”，大力推行“不
见面 不断档”审批服务，减少办事人员聚集的同
时，切实保障政务服务工作不减速度、不降质量、
不打折扣。

推进行政审批及政务服务“网上办”。该局充
分利用海南省政务服务网、微信工作群等，引导复
工复产企业采用“互联网+”办理相关业务。全面
落实“邮递办”“预约办”“延时服务”“免费邮寄”，
对于外地企业人员，通过快递寄送方式，工作人员
收到申办材料后按要求完成审批工作并将相关证
照免费寄送给企业。

探索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该局积极拓展
“不见面”办理业务范围，鼓励项目单位实行“远程
异地评标”方式开展交易活动，凡能通过网络、电
话、传真等方式办理的交易服务事项均可通过不
见面办理。

分类运用“云踏勘+告知承诺”。对于风险
小、简单易行的企业群众办事需求，实行“告知承
诺+即收即办”模式；对于办理程序相对复杂，必
须现场踏勘才能定性的，实行“云踏勘”等创新举
措，采取远程视频、微信通话、微信图片发送等“零
接触”方式踏勘审查，并对这种“线上、掌上”踏勘
全程电子存档。企业线上承诺后可先行办证拿
证，必要时事后现场复核。

创新开展“云评审”。结合全省疫情防控形
势，对涉及可研、初步设计和概算、环评、水保、建
筑设计方案、海域论证等评估评审事项，进行集约
式“云评审”，通过函询、视频会审等方式开展专家
评审，并利用网络传输、快递寄送方式收集评审相
关资料和材料。截至9月22日，该局共完成网上
办390件，“云踏勘+告知承诺”12件，容缺受理9
件，“云评审”6件。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
试验区图书馆项目现场，工人正
在安装幕墙玻璃。中建五局供图

陵水光坡镇武山村大补山田洋里，村民们正
在铺设地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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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陵水水光光坡坡武武山山菜菜篮篮子子生生产产基基地地育育苗苗棚棚内内，，工工人人在在给给冬冬季季瓜瓜菜菜种种苗苗洒洒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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