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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陈
雪怡 况昌勋）新春来临之际，省长
沈晓明率队分别前往海口市消防救
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海玻农贸市
场、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口
市民游客中心等地，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春节依然坚守岗位的值班人员
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沈晓明来到海口市消防救援支
队特勤大队二站，听取保障工作汇
报和器材装备介绍，并与三沙西沙

特勤站、洋浦消防救援支队、三亚支
队指挥中心等基层单位执勤点视频
连线检查慰问。他说，每逢重大节
日，消防指战员都坚守岗位，成为全
省人民消防安全后盾，对此表示感
谢并致以新春的祝福和美好的祝
愿。当前全省上下齐心协力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希望
大家保持身体健康、保持战斗力，共
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海玻农贸市场，沈晓明实地

检查了蔬菜、活禽区等生产监管情
况，询问了解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并要求市场保持干燥、做好消
杀，加强销售管控。沈晓明还看望
慰问了海口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一
线职工、省政府机关食堂工作人员，
以及执勤交警。每到一处，他都与
大家一一握手，在送上节日祝福的
同时，希望大家为全省人民、广大游
客和加班人员做好服务和后勤保障
工作。

沈晓明专程前往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深入微生物检验实验室，查
看了解检验检测情况，看望慰问一
线工作人员。他强调，实验室是疫
情防控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要统
筹协调全省检验检测设备和人员力
量，加快建设检验检测实验室网络，
对重点疫区入琼人员要利用大数据
做好跟踪服务。

何忠友、王路、倪强分别参加有
关活动。

沈晓明看望慰问春节假期在岗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苏庆明

1月24日，大年三十。文昌市东
阁镇东阁村良堆九村民小组，明媚的
阳光照进椰林，和煦的风轻拂着碧绿
的农田。

“福星高照运路开，和顺满门
春常在。”上午，脱贫户林道思满
脸喜气地拿出一幅幅红色春联，
贴在里里外外的门上，祈求新春
吉祥。

林道思从鸡棚里抓了两只肥大
的文昌鸡，宰杀后放锅里蒸煮，院子
里顿时溢满清香。“以前多杀一只鸡
都会心疼，现在不了，因为日子越过
越好。”他乐呵呵地说。

种七八百棵酸橘、400棵柠檬、
两三亩百香果，养三四百箱蜜蜂，入
股合作社……这些都是开展精准扶
贫来，帮扶干部引导林道思家发展生

产的举措，这两年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去年成功脱贫。今年过年，在应
当支出的花销上，林道思一家比以前
更有底气了。

家门口贴着的贫困户信息牌显
示，林道思家主要致贫原因是“自身
发展动力不足”。而在扶贫过程中，
这一家改变了精神面貌。如今，林道
思家是东阁村贫困户中发展产业规
模最大的，个别种植业例如百香果，
也是其率先尝试。

种在屋外的一树树瓜果，凝聚了
林道思一家的心血。“这些石柱支架，
是我和别人一起去海口大致坡镇团
购的，买了几十支，就是为了一支省
十几二十块钱。”走到一根约一人高
的石柱支架旁，林道思不禁向记者感
慨，只有处处节省、努力奋斗，才会有
好日子。

回到林道思家里，记者发现，这

几年其添了电视、冰箱等新的家用
电器。林道思的父亲林明淦掏出几
瓶自家生产的蜂蜜向记者展示：“现
在别人来咱家拜年，咱也可以送别
人一点体面点的特产了。”

岁末年关，林道思不忘感恩党和
政府的关怀：“去年，政府组织消费扶
贫活动，就帮我们卖了 2000 元蜂
蜜。前几天，帮扶干部还来慰问我
们。”

“修入户村路、安装农业电表、购
买农机设备、拓宽销售渠道……”谈
及新一年愿望，林道思说，虽然已经
脱贫，但日子还谈不上富裕，只有不
等不靠，努力奋斗,把产业发展好，才
能不断增加收入，才能真正迎来红红
火火的日子。

（本报文城1月24日电）

➡ 林道思在开开心心地张贴
春联。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摄

文昌脱贫户林道思：

努力奋斗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本报洋浦1月24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1月24日，大年三十，洋浦经济开发区
中国石化海南炼化公司芳烃中控室里，8名操控
人员坐在几十台显示屏前，盯着上面不停跳动的
数据。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大年三十还是初一，
跟平时上班并没有什么两样，照常四班两倒，坚守
在岗位上。

芳烃部二单元主任周骥飞是今天早班的带班
干部，他是2005年进入海南炼化工作的。老家在
辽宁省抚顺市的他，工作10多年来仅回老家过年3
次，自2013年1号芳烃装置建成投产以后，他就再
也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在海南炼化，没有节假日的
概念。”他说。

周骥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中控室的操控人员
一个人负责8个显示屏的监控，每个显示屏所显示的
是一套生产设备的运行数据。此外，还有11名工作
人员每两小时巡检一次，负责检查厂区里的各种生产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海南炼化党群工作部部长李强说，由于海南
岛内油品及液化气市场需求骤增，为了保证市场
需求，海南炼化公司多措并举，在保证安全生产的
前提下，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合理安排人员加班
加点，尽最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为确保春节期间
安全生产，公司制定有关规定，每天领导班子成员
带头值班，统筹安排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总调度部
负责公司生产调度和应急值班，负责接听、收集突
发情况、对厂内各种报警应急信息做出初期处置。
各专业人员保持24小时手机等联系方式畅通。各
生产单元按照要求加强值班力量，安排
好一线值班人员，确保春节期间装置安
全生产，做好海南岛油品保供工作。

海南炼化人除夕坚守岗位确保安全生产

盯住了！中控室显示屏

1月24日，市民在海口市博爱
路选购春联。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1月 24日，市民游客
在海口市骑楼老街留影。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1月24日，定安县龙湖镇高林
村张岳崧故居，村民忙着挂灯笼、贴
春联。这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琼
北小村庄传统年味依然如旧，历久
弥香。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新春走基层
坚守岗位新春走基层·脱贫攻坚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马
珂）1月24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发布《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启动海南
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响应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响应。

《通知》指出，为做好我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
通知》（琼府办〔2011〕133号）等有关
规定，省政府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Ⅱ级响应。
《通知》要求，各市县政府、各有关

单位要关口前移，严把机场、车站特别
是轮渡码头的入岛关口，加强入岛人
员体征监测，提前做好排查管控工
作。做好特定人员的监测和健康服务
管理，温馨提示从重点疫区入琼人员配
合相关部门做好登记工作，发动群防群
治，做到网格化、精细化管理，紧密监测
重点人员并做好健康服务工作。提高
个人防范意识，通过多种方式普及防范
知识，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公共卫生管
理，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消室内
大型活动，减少人员聚集。对疫情信

息发布要做到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决不允许隐瞒不报、漏报少报，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加强市场监管，针对农
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做好管理工作。确
保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及培训工作到
位，保障好一线医护人员健康。对留
观点进行规范化、人性化管理，对不达
标的留观点要及早抓紧改造。严肃处
理造谣生事、擅自发布虚假信息行为，
确保信息权威准确。取消关键岗位人
员休假，保证相关人员假日期间在岗到
位。各市县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防控领导小组工作力量并成立指挥
部，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执行效率。

海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响应

1月24日，在儋州市白马井镇钱地村，村民挂灯笼系彩带，将村口布置得喜气洋洋，村民们欢欢喜喜过大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张灯结彩迎新春 祥和美满过大年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记者马珂）1月 2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卫健委获悉，为落实海南
省委、省政府的疫情防控部署，海口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加强与徐闻港口联防联控监测机制，将体
温监测“防线”前移。海口市卫健委与广东省湛江
市徐闻县卫健局双方实现疫情信息共享，并分别
选派医疗卫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赴对方辖区港口，
加强双方疫情防控工作协调能力，强化疫情防控工
作整体部署。1月22日、23日，海口派出的21名医
护和疾控人员已陆续抵达徐闻当地港口执行24小
时轮班驻守。徐闻派驻人员于24日陆续抵达海口。

据悉，双方协商实现疫情信息共享，并实行疫
情工作日报告制度，及时交流疫情防控实时动态，
确保信息对称。同时，两地正各自严格把控好登
船关口，对登船的散客、小车、大车进行全面监测，
确保人员体温检测全覆盖。

在两地港口，一旦旅客体温测量显示37.3℃
及以上者，将立即送至留观室由医疗专业人员进
行核实。对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发热旅客，立
即就近送医隔离治疗，待进一步核实病情；来自其
他地区的发热旅客则由当地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及专业医护人员诊断，有明确疫情接触史
就近送医隔离。

双方规范各港口消毒处置工作，要求未发现疫
情的港口，实行每3天对港口各公共区域、留观室开
展一次全面消毒处置；若发生疫情，要求港口对各公
共区域每天开展一次消毒处置；有发热患者进入留
观室的，每人（批）均需进行消毒处置；消毒后一段时
间内还将对儿童和孕妇易接触部位进行擦拭处理，
清除消毒药物残留。

另外，在两地港口还增设了体温测量门、红外
线体温测量摄像头，以提高体温监测效率、降低人
为误差。同时加强湖北省（武汉市）人员信息登
记，强化“鄂”牌来往车辆筛查。

截至1月24日12时，海口派驻到徐闻的医疗
人员到岗后，与徐闻港口当地医疗人员共监测
130448人，其中发热病例7人。

琼湛加强联防联控监测机制
体温监测“防线”前移

海口21名医疗人员
抵徐闻港口驻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