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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海南国资在行动

发挥国企优势 履行责任担当

海南国资国企全力抗击疫情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李小刚

“能够承担此项运输任务，我们全
船都感到很光荣，这是一种使命和担
当，我们保证圆满完成此项任务！”文
家坤自豪地说。文家坤是国企海南港
航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海峡股份船
舶“凤凰岭”轮的船长。2 月 1 日，该轮
船承运搭载着 110 吨瓜果蔬菜的 11 辆
大货车从海口秀英港码头至广东徐闻
海安港，这批来自海南的爱心瓜菜将
运送至武汉，丰富武汉人民的“菜篮
子”。
这是海南国资国企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一个缩影。
自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省国资委
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国
资国企的责任担当，坚决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各负其责，牢
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守护好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打好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统一思想 迅速部署
1 月 23 日，省国资委及时召开党
委会，传达中央及省委防控疫情相关
精神，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省委疫情领导小组的
会议精神，对全系统防控工作进行部
署，制定了详细的防控方案，并发布
“致省国资国企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
倡议书”。
1 月 29 日，省国资委党委召开党
委扩大视频会，对省国资国企系统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全力以赴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实际成效践行
国资国企人的初心使命和“我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
扬。会议决定成立省国资委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会后，各省属企业纷纷积极响应
号召，制定防控疫情方案并成立领导
小组，明确责任，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
实到位。

履职尽责 构筑防线
省国资委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以来，各成员单位及各级领导干部积
极深入一线督导各项防控工作，制定
每日值班制度、分工制度，
筑牢防线。
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省
国资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麦正华率 7 人
深入一线，在海口汽车西站实地检查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对全系统交通运
输企业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
部署，并提出具体要求。海南省交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加强对中线高速公
路屯昌、枫木服务区域车辆人员的体
温检测、保洁卫生和消毒工作，确保服
务区疫情防控到位、春运工作正常开
展。
在海垦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绿谷康都小区，麦正华一行检查指
导疫情防控及保供应、稳物价工作，为
我省“菜篮子”、
“肉篮子”、
“果篮子”工
程保驾护航。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拓宽生猪等肉类供应
渠道，抓好生鲜蔬果产销工作，丰富市
场供给，
助力保供稳价。

无私奉献 勇挑重担
省国资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定
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做到哪里任务
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
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切
实担起责、冲在前，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构筑起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省国资委
下拨 300 万元专项党费
用于支持国有企业开展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王旭
朝）记者从海南省国资委获悉，2 月 4 日，
省国资委党委下拨专项党费 300 万元给
省国资委机关、24 家省属企业、45 家驻琼
央企，
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笔专项党费主要用于三个方面：
一是慰问战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二是支持
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购

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三是补助
因患新冠肺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
群众。
省国资委党委要求，各企业党组织
要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从本企业本
系统留存党费中配套部分资金，尽快划
拨到疫情防控最紧迫、最需要的地方，切
实做到专款专用，并跟踪掌握专项党费
的使用管理情况。

和身体健康的坚固防线。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琼海金银岛大酒店接到接待湖北籍滞
留旅客定点酒店任务后，
公司全力组织
后勤保障，为旅客定时定点送餐，并组
建微信群，畅通沟通联络渠道，最大力
度帮助他们，
让他们住得安心、
舒心。
全系统 39 个扶贫点、乡村振兴驻
村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省委省政府
和省国资委党委号召，于 1 月 27 日全
部返回工作岗位，与村委会一起积极
开展乡村疫情防控工作。

5 万双，全数捐赠至海南省红十字会；
香港海南农垦联谊会向海垦集团捐
赠了 5000 只口罩。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充分发挥
央企责任担当，积极投身海南省疫情
防控工作，受省指挥部委托，在境外购
入了一批医护物资，包括 N95 口罩、俄
罗斯产医用口罩和检查手套等。为了
节省时间，国控海南还专门拿出 5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采购过程中先行
垫付。目前所采购的物资正在运往国
内的途中。

先锋带头 同舟共济

党建引领 群防群治

省国资系统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
时，还统筹推进固定资产投资、促消
费、农业生产、保供稳价等工作，以实
际行动践行“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为支援疫情防控工作，海南博鳌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充分发挥法定机构
灵活高效的特点，快速决策，按照省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的要求，大年初一紧
急采购了 2500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
发放至海南省各市县，以保障省内的
口罩供应。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为确保
2020 年底完成省委党校新校区项目的
交付使用，严格按照工期倒排总控计
划，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并加强建设
项目现场人员的管理，减少工人聚集，
定期进行消毒杀菌，保障施工人员的
防护、消毒物品供应，逐一分析评估疫
情带来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千方百
计消除不利影响，为推动自贸港建设
扛起国企担当。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主动作为、广泛动员，积极保障
防控一线物资供应，采购了 81 万双手
套、50 万只口罩，其中一次性手套 75
万双、无粉手套 1 万双、医用外科手套

全省国资系统在非常时期，把疫
情防控作为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先锋表率作用，
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春节假期
期间共计出动保供电人员 2479 人，出
动抢修人员 106 人次，出动保供电车辆
67 辆次，应急电源车 1 台、应急发电机
2 台。为全省 450 处医疗、防疫机构做
好供电保障工作，全省电力供应正常
有序。琼中供电局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全力配合抗击疫情，将阳江供电所
营业大厅设置为临时医疗站，作为当
地卫生站病情诊断、病人接诊用药、药
物采购等办公地点，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组建了防
控疫情应急服务队，应急队员以“三班
倒，24 小时无缝对接”的轮换模式，在
秀英港、新海港客运站出口、小车安检
口、码头等地对过海旅客进行体温检
测。除夕当日，该公司领导率先垂范，
站好第一班岗。
当前，全省国资系统各企业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坚决站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发挥国资国企优势，切
实履行国资国企使命担当。

海南旅控集团为我省
援鄂医疗队提供物资保障
本报讯（记者 曾丽园）为响应国家
号召，配合我省医疗队赴湖北开展防疫
救治工作，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企业海南明珠广场迅速响应
海南省中医院援助湖北武汉医疗队的求
助需求，成功筹办并及时交付医疗队所
需保障物资，
确保医疗队顺利出征前线。
2 月 4 日上午，海南省中医院向海南
明珠广场发出帮助筹办援鄂医疗队保障
物资的请求，在了解到该院派出 10 名医
护人员组成的援鄂医疗队将于当天下午
3 时离省奔赴武汉一线开展防疫救治工

作，但由于海口各大型商超均已暂停营
业，无法在短时间凑齐相应物资的紧急
情况后，海南明珠广场当天带班领导立
即展开部署，紧急组织值班人员联系多
方单位协调供应物资，在关键时刻成功
突破疫情期间商超停业限制，顺利完成
援鄂医疗队所需物资筹办任务，及时向
海南省中医院交付了整批保暖衣 20 套、
防寒服 10 套、手提箱 10 个以及若干成人
纸尿裤、湿纸巾、酒精喷壶和日用品等物
资，为海南“逆行者”的防疫工作提供了
坚实物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