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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高扬防控第一线

本报海口 2月 2日讯 （记者李
磊）2月2日一大早，刚从万宁返回海
口的第20批中组部、团中央赴琼博士
服务团成员王璐，就赶到挂职单位海
南医学院，对该院公共卫生学院教师
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技术第二轮培
训，为疫情防控工作储备专家队伍。
这几天，她一直奋战在洋浦、万宁等
地，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为当地疾控
中心修订疫情防控方案。

“尽管我们在海南挂职服务时间
还不到一个月，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我们义无反顾，主动请战。这
几天博士们一直奋战在我省抗疫一
线。”第20批中组部、团中央赴琼博士
服务团团长丁玉龙介绍，此批赴琼博
士服务团中，医学类专业博士人数较
多。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博士服
务团临时党支部成立了由卫生防疫、
疾病控制、检疫检测、现场医疗等专业

的8名挂职博士组成的博士党员突击
队，第一时间对接省卫健委，提供专家
咨询并参与流调工作。他们来自中国
疾控中心、北京疾控中心、北京协和医
学院等医疗卫生单位，曾多次参与国
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大型活动
消杀保障工作，防疫工作经验丰富。

春节前，挂职海南省疾控中心副
主任的张勇博士，退掉了早已预定好
的春节返程机票，申请留在海南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1月26日凌晨两点，
张勇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
我省琼中出现一例疑似病例，急需省
疾控中心专家增援。放下电话，张勇
连夜安排人员和物资，第二天一早就
带着3名同志赶赴琼中阳江农场。

在现场，张勇和同事们通过抽丝
剥茧般的细致走访和大量的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通过对重点人群的采样和
实验室检测，最终确定了传染源，我省

第一例本地聚集性病例由此真相大
白。此后，张勇和流调组据此提出了
下一步琼中地区联防联控的防制策
略，确保疫情没有进一步扩散。

1月30日，博士服务团接到上级
通知，由于临近春节返程高峰，洋浦急
需有经验的专家现场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的情况。接到通知后，段冀渊、张勇、
王璐、张春青、曹婧文等挂职博士主动
请缨。1月31日一早，由这些医学博士
组成的党员突击队火速奔赴洋浦，马不
停蹄地对洋浦医院、三都卫生院（集中
医学隔离观察点）、洋浦湾海景酒店（集
中观察点）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答疑。

洋浦医院体温监测点需前移，集
中医学隔离观察点距离卫生院办公区
太近，要明确隔离区并配齐集中医学隔
离观察点内的生活必需品……针对洋
浦防疫现状，博士们逐一提出整改建
议，确保防疫措施严密高效、不留死角。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来自中
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在海南省中
医院挂职副院长的佘远遥博士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了海南省中医院新型肺炎
线上问诊服务，这几天，随着线上问诊
人数的激增，他每天线上工作到凌晨。

来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的
刘晗博士、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的张春青博士积极协调各方，为海南
购买防疫物资。

……
“在组建党员突击队的时候，博士

们纷纷亮出自己党员的身份报名，有
的博士甚至现场退掉了春节返乡的机
票，以表留下来的决心。”丁玉龙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无论前线哪里需要，这支由
医学博士组成的党员突击队都会义无
反顾地奔赴现场，让党旗在防控疫情
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当前，赴琼博士服务团8名医学博士组成博士党员突击队——

“到一线去，到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代龙超

“你好，请停车接受检查，出示身
份证，配合体温检测！”1月31日晚11
时，在广东徐闻海安新港，来自海南省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万宁支
队的民警孔超明，正和本小组执勤人
员，对即将前往海南岛的车辆和人员逐
一检查登记，并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人员
对过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

正在执勤的孔超明，从1月1日开
始，便在广东徐闻县海安港琼粤省际
联勤检查站执勤，担任第10执勤小组
副组长。在疫情发生后，孔超明和执
勤战友，又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的疫
情防控“体温监测防线前移”的工作部
署，主动请缨，继续坚守一线，全力会
同海南派去海安的医护和疾控人员，
对港口执行24小时轮班驻守，开展体
温监测工作，做好“防输入”工作。

“在疫情期间，我们每天面对的都
是不特定的旅客，也不知是否患了新
型肺炎，真的很危险，但我们执勤民警
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孔超明介绍
说。同时，他还积极给组员讲解正确
的防护方法，减少他们的顾虑，避免自
身也受到感染。

1月25日大年初一，海口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公告，要求对进入海南的
重点疫情地区人员集中医学观察14
天。当天下午上岗时，海安港口滞留
大量重点疫情地区牌照车辆和旅客。
他一面安排民警排查过海旅客中的重
点疫情地区旅客，确保港口过客秩序，
另一方面安抚滞留的重点疫情地区旅
客的情绪，耐心讲解防范知识以及防

疫部门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取得旅客
的理解。当天，孔超明一直坚守岗位，
直到滞留的重点疫情地区旅客全部分
流完毕。

“关键时刻，党员不能掉链子！”这
是孔超明在执勤现场鼓励本小组执勤
人员常说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带头做的。整个春节假期，

孔超明没有请过一天假，严格按照上
级要求，坚守在海安港，坚守在疫情一
线，积极发挥关口前移的“过滤器”作
用，和执勤人员查验了数万名旅客身
份，发现高热病人5名，劝返重点疫情
地区人员200多名，登记重点疫情地
区人员300多名。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坚守广东海安港的琼粤省际联勤检查站第10执勤小组副组长孔超明：

主动请缨，把好琼州海峡“防输入”第一关

本报海口 2 月 2 日讯 （记 者 马
珂）2 月 2 日，海南省卫健委官网发
布的疫情实时动态显示，截至 2 月 2

日 20 时，海南累计确诊病例 64 例，
重症病例 10 例，死亡 1 例，出院人数
4 人。

截至2月2日20时

我省累计确诊病例64例 出院4例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何湘）海南日报记者2月2日从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获悉，为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要求，2月3日，省直机关工委将下拨专
项党费200万元，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省直机关工委要求，这笔党费主要用
于支持省级卫生、公安、交通、市场监督、
应急管理、海关、边检、媒体等部门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慰问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以
及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省直机关医
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群众。

省直机关工委下拨
200万元专项党费支持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
讯员蒋美玲）2月1日晚上播出的海南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特别节目——《全民战疫·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受到了我省广
大市民、农民群众的欢迎。

省夜校办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这期特别节目从1月31日接到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利用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等渠道把科学防控知识，
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普及到基层”的指示，
到2月1日正式播出，只有一天准备时间。

一接到任务，省夜校办就积极和省卫
健委、省科协、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取得联

系，立即启动了专题策划、节目录制等工
作。为组织群众无聚集、无接触地收看，
省夜校办通过钉钉签到系统组织夜校管
理员利用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群众在
家收看电视夜校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家的讲解，本
期节目还播出了疫情防控公益宣传片及
科普视频。

节目播出后，“内容详实全面、通俗易
懂”是基层群众的最大感受。

为满足群众对疫情的科普需求，扩大宣
传效果，省夜校办决定，本次特别节目将于2
月3日晚上8点在海南经济频道再次播出。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发挥宣传优势

特别节目助基层群众掌握防疫知识
今晚8点将在海南经济频道重播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马珂）当前，针对推迟开学期间中小学生
无法正常到校集中上课的问题，我省教育
系统整合网络教学资源，为延迟开学学生
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确保中小学校“停课
不停学”。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2月2日
下午于海口召开的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场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

省教育厅日前已发布通知，要求我
省各级各类学校2月24日前不得开学，
同时要求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连日来，省教育厅充分利用“教育+互联
网”形式，搭建并完善在线教育教学平
台，整合相关网络教育教学资源，为广大
中小学生提供了丰富优质的网络教育教
学服务。

除了各地各校利用教研室、名师工作
室、学校教研组等教研力量研究和开展的

网络课程，省教育厅还组织专家、骨干教
师遴选优质数字教学资源平台向学生推
送，将数字教学资源嵌入到教学设计
中。目前，全国多个平台已为我省中小
学校免费提供在线直播服务或网络资源
服务，各市县和学校可根据实际选择课
堂平台教学。

当前，省教育厅重点加强全省湖北籍
在琼就读大学生离校返乡和在琼情况、全
省教师在疫情防控期间赴湖北旅居情况、
琼籍学生在湖北就读大学生返琼情况和
外籍及港澳台师生情况等4类人员情况
统计。

经排查，全省在湖北高校就读大学生
共有10201人，假期回琼9185人。日前，
省教育厅已向社会发出了《致琼籍湖北大
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建立了琼籍湖北大
学生QQ群，并加强与教育部、湖北省教
育厅的联络沟通，做好延迟开学的预案。

我省教育系统整合网络教学资源

确保中小学校“停课不停学”

多措并举防疫情 抓紧施工不放松
◀上接A01版

据介绍，美兰机场二期项目专门成立
了防疫工作小组，建立防疫工作机制，形
成以微信群为主的防疫信息通报体系；采
取全封闭式管理，从切断传播源和传播途
径入手，杜绝外来人员进入和杜绝工作人
员外出。

同时，项目还明确了每日具体防疫工
作事项数十条，每日核实完成情况，包括
体温测量、生活区及工作区消毒、发放口罩
及洗手液等物资、防疫知识培训及宣传、人
员健康情况报告、疫区相关人员排查等；
加强与项目管理部门和防疫部门沟通，按
照防疫工作部署，迅速更新防疫措施。

多项工程进入收尾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美兰机
场二期扩建项目承担着当前海南民航扩
容升级的重要使命。”美兰机场二期扩建
指挥部总指挥王贞说，美兰机场的第二条

跑道及航站楼即将建成，将会成为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据悉，该项目已纳入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关键节点性工程，指挥部及各参
建单位正在全力以赴加快建设，目前项目
飞行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开始推进竣工
验收各项准备工作；航站楼室外工程也进
入收尾阶段，正全面推进室内精装修及专
业设备安装调试，行李系统、空调、电梯、
登机廊桥基本安装完成；工作区单体、管
网、道路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配套
工程环状路桥交通体系基本成型，东进场
路及地道实现功能性通车，涉铁工程累计
完成50%，停车楼正在推进地上钢结构
施工。

该项目建成后将整合航空、铁路、公
路等多种交通方式，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
换乘体系，打造成海南重要的陆海空立体
交通节点，成为泛南海国际航空枢纽，推
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临空产业发
展，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我省重要商品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上接A01版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当前，我省
煤、电、油、天然气等生产要素保障总体安
全稳定。电力方面，1月24日至2月1日
（即除夕至初八），海南最高统调负荷
381.9 万千瓦，全省统调最大供应能力
497万千瓦，电力平衡盈余较多，各电厂
机组运行正常。天然气方面，2月1日，中
海管输综端供气量158万立方米，用户输
气量154万立方米，供需平衡略有盈余；
海南LNG库存共12.1万吨（折合1.69亿
立方米），可用天数76天，气源充裕。电
煤方面，海口电厂、东方电厂、西南部电厂
等省内统调电厂存煤均较为宽裕，可用天
数均在15天以上，后续供应也有保障。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省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做好以下重点工
作：一是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日用品，特别
是肉、禽、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口
罩、酒精、洗手液、消毒液等急需医疗物资
的巡查和监测力度，依法查处和打击囤积
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确保市场价格
稳定。二是落实好疫情防控期间粮油保供
稳市“五联防”制度，做好粮情市场监测，防
范粮食市场保供稳价各种风险，适时启动
《海南省粮食应急预案》，确保粮油供应不
脱销、不断档，粮油市场运行平稳。三是
加强价格信息公开，完善价格监测信息报
告制度，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菜篮子”等重
要商品价格情况的监测上报工作，合理引
导市场预期，促进居民均衡消费。

孔超明在琼粤省际联勤检查站检测过往人员体温。 （省公安厅供图）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张元元）疫情当前，保障百姓

“菜篮子”有效供给至关重要。海南日
报记者2月2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截至目前，全省已种植蔬菜面积258万
亩，从田头保障百姓“菜篮子”。同时，
从拓宽生猪等肉类供应渠道、强化冻肉
储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确保生
猪供给。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省近1周（1月13日－20日）蔬菜收获
面积为6万亩，收获产量19万吨；近1
个月（2019年11月底至2019年12月
30日）收获面积158万亩，收获产量76
万吨；近 2 个月（2019 年 11 月底至
2020年1月20日）收获面积188万亩，
收获产量118万吨。预计截至今年4
月底蔬菜种植面积可达290万亩以上，
主要为椒类、瓜类、豆类、茄类、菜用瓜
类和果用瓜类6大类，总产量可达495

万吨，出岛量可达357万吨。
同时，省农业农村厅多举措保障生

猪供给。一是拓宽生猪等肉类供应渠
道。2020年1月7日，全面放开肉用活
体猪牛羊“点对点”调运，满足市场供
应。政策实施以来，海南共调入生猪
50168 头，仔猪 8658 头，猪肉冻品
2672.63吨，牛肉冻品231.07吨，羊肉冻
品975.42吨，有效补给岛内市场不足。

二是强化冻肉储备。自2019年5

月起截至目前，我省已完成投放3批次
共计734.14吨，储存期满轮出346.65
吨，库存余量3143.63吨。

三是加大生猪保供财政支持力度。
省农业农村厅整合2019年中央现代农
业发展资金7515万元，重点对省外调入
种猪、仔猪和商品肉猪给予一定补贴。

进入春节以来，海南累计屠宰生猪
9088头，入岛生猪冻品9吨、羊肉7.88
吨、禽肉2.82吨。

我省从生产源头保障百姓“菜篮子”
已种植蔬菜258万亩 多渠道确保生猪供给

■ 本报记者 袁宇

“疫情越紧急，党员就越应该亮身
份，主动担起责任来。”2月2日上午7
时许，匆匆吃下一碗面条，万宁市大茂
镇党委书记肖传能就出发前往该镇红
石村内的防疫卡点，和村民一道值
守。在检查防疫卡点工作情况时，他
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

“您从哪里来？对不起，现在非本
地车辆暂时不能入村。”“进村走亲
戚？特殊时期，您先返回，疫情过后再
来吧！”在红石村的防疫卡点，肖传能
戴口罩、佩党徽，和村民一道劝返试图
进村的外来车辆和人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爆发后，肖书记每天都到卡点来，很鼓
舞士气。”红石村党支部书记陈香聪对

记者说，自从1月25日以来，红石村
就在镇委、镇政府的部署下，在进出村
的6个路口都设置了防疫卡点，对所
有进出村的人进行登记，其中包括本
村村民，“目前我们全村的党员干部都
已走上了抗疫一线，我们对战胜疫情
信心十足。”

红石村防疫卡点的工作只是肖传
能一天工作的开始。自1月25日以
来，他每天都要到镇辖区内的11个行
政村以及1个镇农场设立的共41个
防疫卡点进行检查、值守。

“大茂镇没有住宅小区，我们成立了
机动中队围绕经过镇墟的国道巡查。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还是在农村。”肖
传能介绍，该镇前一阶段已经动员所有
党员干部进村入户为村民发放防疫宣传
单，劝导村民居家抗疫，“现在村民已经形

成了少外出、不外出的自觉。”
稳住了村内的居民，大茂镇委、镇

政府又将重心转回联防联控，在各村
进出村道路上设置防疫卡点，进出村
的村民都要测量体温进行登记。“目前
值守各个卡点的大多是各村的党员及
党员培养对象。我是镇党委书记，守
好阵地的责任更应该主动担起来。”肖
传能说。

大茂镇目前仍有8名自内地返乡
而居家隔离观察的居民。每天到各个
防疫卡点检查、值守之后，肖传能又会
专门打电话去了解这些内地返乡居民
的情况。“这8人目前都没有发热症
状，也没有其他异常。我们已安排了
专门的医护人员进行服务，每天早晚
监测体温，有任何异常状况，我们都会
第一时间向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报

告。”肖传能说，作为镇党委书记，要扎
实执行辖区内联防联控工作，坚决贯
彻执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指
令。

紧张的工作中，白天很快过去，当
天大茂镇辖区内疫情防控形势稳定，
肖传能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放松了
一些。他笑着说：“每天的心情都是这
样，担心哪里还做得不够好，担心辖区
内发生突发状况。”

当时针指向21时，肖传能的办公
室仍然亮着灯，他还在计划次日的工
作。“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就是进一步调
动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动更多群众参
与进来，扎实做好联防联控，凝心聚力
共同战胜疫情。”肖传能说。

（本报万城2月2日电）

万宁大茂镇党委书记肖传能：

绷紧神经，每天到场检查全镇防疫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