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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陈建洪）海南日报记者从1
月22日下午召开的海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报会上
获悉，1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
海南省首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确诊病例。按照国家卫生健康
委各省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确认程序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方案，海南省也确诊3例病
例。目前海南省共确诊4例病例，均为
输入性病例。4例患者病情平稳，体温
已恢复正常，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已对其密切接触者

进行追踪随访，密切接触者目前无发
热等异常状况。

首例患者为65岁女性，武汉人，
2020年1月14日从武汉到达我省临
高县。患者于1月16日下午自感不
适，有低热、咳嗽等症状，1月20日转
至我省定点医院隔离治疗。1月21
日凌晨经省疾控中心采用优化后的
检测试剂盒检测，样本呈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阳性。1月22日，标本送至中
国疾控中心进行病毒核酸复核检测，
结果为阳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诊断
专家组对该病例进行评估确认，一致
同意将该病例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我省确诊的3例病情况为：患者

谢某某，女，68岁，武汉人，于1月18
日从武汉抵达海口。患者张某某，
男，45岁，1月 19日晚从武汉到海
口。患者朱某某，男，27岁，武汉人，
1月20日抵达三亚。

武汉市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立即启动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强化系统内、部门间、区域间信息
共享和联防联控。各部门积极配合，
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形成疫情防控工
作合力。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迅速响

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范和应对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指挥
部，以及医疗救治和防控专家组，及时
制定各项应急措施和工作方案，开展
人员培训，迅速落实防控措施，坚持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
原则，开展防控工作，避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传播蔓延，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当前，我省进一步加强预检分诊
和发热门诊管理工作，规范开展对疑
似病例的监测、筛查、诊断治疗和处置
工作，按照“集中病例、集中专家、集中
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将

可疑病例收集到定点医院。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环境整治，做好农
贸市场管理，取缔违法售卖野生动物
行为，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专家提醒，目前正处于冬春季呼
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市民要做好个
人卫生防护，注意保持室内环境卫生
和空气流通，尽量减少到空气不流通
或人流密集的公众场合活动，如有发
热、呼吸道感染症状，请及时到医疗
机构就诊。如近期有到武汉等疫情
发生地外出旅居史，请关注个人身体
状况，如有不适请到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就诊，并告知接诊医务人员。

我省确诊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均为输入性病例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马
珂 邓海宁 徐慧玲）1月22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报会上获悉，
根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要求，我省机
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抵
达厅设置医疗咨询台和隔离场所，对
有疫情发生地区来琼的人员开展体
温检测，一旦发现相关病例，可采取
隔离措施，并立即报告当地卫生健康

部门。
据悉，在1月20日国务院视频

会议和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工作部署会后，根据《海南省
防治重大疾病防控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职
责分工的通知》，省交通厅立即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任务，迅
速通知各市县春运办、相关运输企业
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机场、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抵达厅设置医
疗咨询台和隔离场所，对有疫情发生
地区来琼的人员开展体温检测，一旦
发现相关病例，可采取隔离措施，并
立即报告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二是
进一步加强对车站、码头、机场候机
厅等人群聚集的场所环境卫生整治；
三是加强落实对车辆、船舶、航班等
交通工具的日常消毒、通风等卫生措
施；四是在相关公共场所开展加强个

人卫生，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宣
传知识。

1月22日上午，根据交通运输部
《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启
动交通运输部Ⅱ级紧急响应。省交
通厅再次传达部署，要求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全面部
署交通运输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春运安全通畅，省春运办

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全力以赴确保
春运安全畅通，让人民群众顺利回
家过年，按时返回工作岗位。要在
严控疫情传播和蔓延的前提下，落
实“交通不中断、客流不中断、货流
不中断”的要求。要做好应急运力
准备，储备足够的应急物资，确保疫
情防控人员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
急用物资和有关标本、病员运送及
时、准确到位。

我省交通场站对疫情地来琼人员开展体温检测
交通部门将继续严格落实防控举措

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意味着啥？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
者田晓航 屈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被纳入乙类传染病，为什么
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
施？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采取病人隔离治疗、密切
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甲类传染病
预防控制措施，有利于迅速有效控
制疫情。

据了解，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是
新发现的病原，传播力和毒力还需
要进一步观察，而且，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是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的
传染病。因此，采取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是出于对人民健康
高度负责的考虑。

另据了解，根据目前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病原、流行病
学、临床特征等特点的认识及对人
群健康的危害程度，国家卫健委决
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
乙类传染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日发
布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
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
病管理。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 （记者
马珂 赵优）1月22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通报会上获悉，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要求全省旅文
行业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
控工作，并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
知》，对各市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属单位、省
旅游协会等单位提出要求。

做好退订工作

要宣传、引导宾馆酒店、旅行
社和景区等加强传染病防控工
作，凡是游客以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为理由提出酒店退订
房、旅行社退订团队和景区退订
门票的，原则上属地各酒店宾馆、
各旅行社和各景区等应当给予退
订，不允许不给其退订。

省旅文厅要求：

以预防新型肺炎为由的旅游退订必须办理

本报海口 1月 22 日讯 （记者
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1月22日从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获悉，为进一步
方便市民群众看病就医，海口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
防控领导小组决定，将海口市人民
医院设置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市级医疗救治定点收治医院，
将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设为后备
医疗救治定点收治医院。同时，海
口公布42家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
机构，分布在主城4个区，供市民就
近选择就医。

海口市卫健委告知市民群众，为

积极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的传播，请患有发热、乏力、干
咳等症状，特别是发病前2周有武汉
市旅行史或居住史，或发病前14天
内曾经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有
呼吸道症状的患者的群众及时到发
热门诊就诊。

海口将市人民医院设为市级定点收治医院
公布42家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供市民就近就医

扫码了
解 42 家设
有发热门诊
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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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知识

我省提前超额完成“十三五”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
近80万农村人口受益

本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农村饮
水安全保障是脱贫攻坚“两不愁”目标的重要内容
之一，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水务厅获悉，截至
2019年底，我省已提前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十三五”规划建设任务，全省又有77.94万农
村人口喝上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64万建档立
卡贫困户饮水安全标准全部达标。

自2016年以来，我省全力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要让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户能够及时方便地
获得足量、洁净的生活饮用水。2019年，我省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圆满完成131处年度建
设任务，又有7.7万农村人口受益。截至2019年
底，我省已提前一年超额完成706处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十三五”规划建设任务。

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中，
我省按照“同网、同质、同价”目标，统筹推进城乡供
水一体化建设，三亚等11个市县依靠城市供水公
司或规模化水厂向农村地区供水，东方92%、三亚
83%、万宁82%的农村人口喝上“城市自来水”。

怎样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琼海推进博鳌蔡家宅旅游区建设
一期工程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前完工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李丽莎）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从琼海博鳌蔡家宅文化旅游区暨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现场获悉，该项目自2019年8月份
正式进场施工，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之前基本完工。

在项目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轰
鸣作业，施工车辆穿梭往来，施工人员有序分工，有
的对古驿道进行铺砖绿化，有的对蔡家宅水系和园
林景观进行改造，有的在蔡家岭百果园进行果蔬种
植。工地繁忙而有序。据介绍，该项目目前已完成
蔡家宅围墙砌建、鱼稻共生园种植、高压线入地改
造、蓄水系统改造、环村道路建设等工作。

博鳌蔡家宅文化旅游区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位于博鳌镇留客村，总投资10亿元，分三期进行
建设。其中，一期投资1亿元，主要建设蔡家大
院、流马古渡、滨河景观带等，建设周期为一年；二
期投资4亿元，主要建设万泉河实景演出、高端民
宿、风情村等，预计2022年3月竣工；三期投资5
亿元，建设田园康养中心、精品温泉酒店等，预计
整体工程2024年3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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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肿瘤专科医院
助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我省肿瘤防治网依托于省肿瘤医院的优质医
疗资源。

据悉，省肿瘤医院2015年12月成立，填补了
海南省级肿瘤专科医院的空白。医院集肿瘤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康复和保健功能于一体，构建了
肿瘤诊断、病理、检验和治疗等精准医疗体系。

4年来，凭借专家队伍、诊疗设备、医疗服务
和就医环境，医院快速树立了良好口碑，救治病人
数量连年攀升——刚刚过去的2019年，接诊总数
20.82万人次，预计2020年将突破30万人次。医
院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
扩大，吸引不少岛外患者慕名前来就医。

省肿瘤医院的投资方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投资集团”）进一步与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联合打造的博鳌超级
医院，以“1+X”模式，即“一个共享医院（平台）+
若干个专科集群”，引入18个国内顶尖医疗团队，
实现医疗领域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先进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和创新转化高地。目前，该院已创造了
30个“全国首例”，完成268例特许药械应用及疑
难手术，是先行区创新发展的标杆，在全国形成广
泛影响，助推了海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医疗扶贫 救助癌症患者
2010年，第一投资集团捐资设立海南成美慈

善基金会。
9年来，对医疗领域的帮扶成了成美慈善最

重要的业务之一。2012年3月，“成美肿瘤救助
基金”设立，对贫困两癌妇女患者进行救助。随着
项目的开展，申请患者的增多，2018年3月项目
升级为肿瘤全病种救助项目“有爱无疾”，下设救
助、筛查、预防等子项目。截至2019年12月底，
该项目共支出713.54万元，惠及1300多人。

在医疗领域，成美还开展了埃博拉援非慈善
行动、尼泊尔妇女儿童健康、骨干医疗人员海外培
训、贫困患者耳聪工程、新肾儿专项基金等20多
个慈善项目，医疗项目总支出达到2100多万元，
惠及25万多人。

我省构建肿瘤三级防治网

组织涉旅企业
做好卫生清洁消毒工作

省旅游协会要协调、组织旅游
企业做好传染病预防、应急处理和
防控培训；省旅游饭店业协会、省
旅游景区协会要分别组织属地所
有酒店、餐饮店和各景区（景点）切
实加强对公共区域和场所的清洁
消毒，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加强游客的宣传
和引导工作

省旅游协会要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及防治知
识的宣传普及和对游客的温馨提
示。省旅行社协会协调旅行社要求
导游温馨提示游客注意保持个人卫
生，自觉维护公共卫生，出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要速到医院就医。

其他必要措施

省旅游协会、省旅行社协会、
省旅游饭店业协会、省旅游景区
协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旅行
社、景区、酒店等旅游企业在必要
的情况下，向一线工作人员和游
客，发放口罩等其他必要的防护
设施设备。

（据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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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公共交通
工具时，建议
佩戴外科口
罩。

保持手卫
生。咳嗽、饭
前便后、接触
或处理动物排
泄物后，要用
流水洗手，或
者使用含酒精
成份的免洗洗
手液。

保持室内空气
的流通。避免到封
闭、空气不流通的公
众场所和人多集中
地方，必要时请佩戴
口罩。咳嗽和打喷
嚏时使用纸巾或屈
肘遮掩口鼻，防止飞
沫传播。

若出现发热伴呼
吸道症状，应尽量避
免外出，调整或取消
出行计划。家庭成员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
时，应尽量减少相互
接触。医院就诊或陪
护就医时，一定要佩
戴好合适的口罩。

有武汉旅行或
居住史，或接触过
来自武汉的发热伴
呼吸道症状的患
者，14天内出现发
热、乏力、干咳等症
状，应立即就诊排查
诊治，根据要求进
行医学观察或隔离。

保 持 良
好安全饮食
习惯，处理生
食和熟食的
切菜板及刀
具要分开，做
饭时彻底煮
熟肉类和蛋
类。

杜 绝 捕
猎、贩卖、购
买、加工、食
用野生动物，
避免在未加
防护的情况
下接触野生
或养殖动物。

已有举措 部署要求
民航：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机场已于1月21日晚上10：00全面

开始检测体温。

琼州海峡轮渡：港航控股在登船时和上船后对有感冒、咳嗽症状的人员
检测体温。目前，省交通厅已与广东省交通厅积极协调，将海峡轮渡检测前
置，尽可能在北岸对从武汉来琼的司乘人员进行检测。

粤海铁：在北港检测体温，重点检测从武汉来琼车辆的司乘人员。其中
对轮渡火车上感冒、咳嗽的人员重点检测。实行零报告制度。

春运一线人员防护：要求各相关企业做好参与春运管理服务一线人员的
自我防护，提供口罩等必要的防护物品，确保一线人员身体健康。

民航：继续执行体温检测制度，完善各类预案，对已购买涉及武汉方向的机票，当旅客有退票要求时应当予以免费办理。

铁路：海南铁路公司按照国铁集团要求，对所有船员交接班均测体温。重点对经武汉来琼的两列火车进行检
测。实行零报告制度。

水运：继续指导行业部门和企业在港口出入通道配备红外线测温仪等设备，做好港口站场、船舶的消毒、通风和
人员体温检测工作，配合卫健部门按程序做好发热旅客移送工作，张贴疫情防范指南或注意事项，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蔓延。货运码头方面，加强与海事管理机构的协作，严格督促港口企业和船舶经营单位共同采取严格的措施，加强对
船员上下船的管理，尽量减少人员流动，上岸及回船人员要检测体温。

道路及城市客运：各市县交通部门和行业企业做好客运站场等设施卫生清洁和通风、消毒工作，加强对旅游客
车、班线客车、公交车、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消毒通风。配合卫健部门做好旅客体温检测和隔离移送工作。

制图/张昕

农行海南分行挥墨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傅碧珊 林慧）

1月21日，农行海南省分行定点扶贫村临高县博
厚镇新贤村的老人们拿着书法家写的“福”字喜
笑颜开。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农行海南省分行近日联
合海南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送万福 进万
家”义务挥春公益活动，组织省内书法名家到定点
扶贫村、琼海市、海口市等地，通过写春联、描“福”
字，为广大客户和村民送上2020年新春祝福。同
时，该行结合“春天行动”综合营销活动的开展，在
活动现场设置了农行贵金属和特惠金融产品展
台，并开展“扫码有礼”优惠活动，在将厚厚的年味
传递给市民，给定点扶贫村的村民送去关心和慰
问的同时，也将金融知识普及到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