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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纵深 更多精兵强将组成硬
核团队

此次海南成立了前方指挥部，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志远任前方总
指挥，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农任
第四批医疗队领队。第四批医疗队
抵达荆州后将与第一批在荆州的海
南医疗队成员汇合，成立临时党委、
临时党支部，把每一个党支部筑成坚
强的战斗堡垒。

赵建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指挥
部将整合我省两批在荆州支援医疗
队人员，进行统筹，制定会诊、巡诊、
网络视频会议等制度，同时对全部物
资进行统一分配。

根据省卫健委下发的通知要求，
此次组建医疗队的各医疗单位，公立
医疗机构须有一名院领导或中心领
导带队前往。

省中医院院长卓进盛作为省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中医专家组组
长，此次带领省中医院队员驰援荆
州。“我们第一次派出了 3 名中医
师，作为中医人的代表，到荆州一线
去发挥中医作用！”卓进盛说道。

机场大厅里，有一支在出发前

合影的队伍很“亮”眼。海口市人
民医院的4名男医生，均在出发前
将头发剃光，他们站在一起，留下
了一张珍贵的出发照片。该院副
院长王加充作为领队告诉记者，4
名医生中有 2 名是重症科和呼吸
科的科主任。“我们医院把最硬核
的力量都派出来了，支援湖北，我
们是认真的！”

首次纳入疾控系统、民
营医院力量

此次，在我省防控工作形势仍紧
张的情况下，我省首次派出12名疾
控人员及民营医院力量。

在出发大厅，12名疾控人员组成
的队伍所带的行李堆成了小山。“监
测试剂、个人防护用品、监测耗材、消
杀用品，我们都是自己带，不给湖北
荆州添负担。”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陈
言作为领队介绍，12名人员抵达荆州
后，将参与当地的流行病学调查、消
杀、核酸检测、心理辅导等工作。省
疾控系统同样派出了核心力量前往
荆州支援。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有一支

队伍，队员们的背包后面都贴上了
自己的名字。“我们18名队员来自园
区内的8家不同医院，之前彼此并不
认识，为了方便找到队伍，在包上都
贴了名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告诉记者，
先行区内很早便有80余名医护报名
驰援湖北，一直等待省里统一部署，
如今这18名队员是他们抽派的骨干
力量。

黑色羽绒服、红色围巾，省肿瘤
医院的医疗队队员统一着装，特别的
显眼。据悉，该院也是很早便有130
多名志愿者报名准备去湖北支援，此
次医院选拔一批优秀专家和护理人
员出征荆州。

同怀抗疫心，爱人甘别离

2月14日，省肿瘤医院的护士夫
妻汪通源和武晓楠在机场度过了此
生最难忘的一天。

汪通源出征，妻子武晓楠前来
送行。两人家里还有一个9个月大
的宝宝。汪通源作为呼吸科护士，
最早一批报名支援湖北，他说：“终
于等到今天出发，我要去贡献一份

力量。”
“本来我订了蛋糕，可是老公今

天出征，蛋糕只能我和儿子吃啦！”武
晓楠特意调班，来送丈夫。

本来说好不哭，可当列队的口号
喊起，武晓楠还是忍不住哭红了眼
睛：“老公加油，我在家等你！”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卓
夏玲原本计划和在省人民医院儿
科当医生的男友 2 月 2 日领结婚
证，可是因为这场疫情没能如愿。
卓夏玲报名去湖北，男友是支持的，
但她没有让男朋友到机场送她。“我
怕两个人都控制不住会哭。”卓夏
玲说，她前一天晚上剪掉了头发，
调整好了心态，等她回来，就要和
男友结婚。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刘艳玲
在即将出征的男友、同科护士赵文龙
的行李里塞满了食品。“我怕他吃不
好，饿着。”刘艳玲在机场送行时，忍
不住落了泪。“我和男友是一起报名
去湖北的，他先过去了，如果还有下
一批，我也要去！”刘艳玲说。

支持爱人出征，或许是此时爱情
最美的样子。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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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海南自在城抗“疫”行动进行时

守护家园守护爱

第一时间发出紧急通知

金地-海南自在城坚决配合政府工作，第
一时间发出紧急通知，并群发短信广而告知，同
时发动所有工作人员在微信朋友圈进行多渠道
扩散宣传。随后，26℃（指刚好的温度、贴心的
服务）管家整理并及时更新每日疫情概况，对业
主家人进行疫情知识速递，便于大众了解最新
资讯，掌握疫情发展动态，提高警惕。

社区封闭式管理

金地-海南自在城严格执行政府防控工作
指示，迅速建立社区防疫安全网，对社区采取封
闭式管理，走亲访友者、快递员、外卖员等一切
与社区无关人员均不得入内；若有部分业主需
外出，必须在岗亭工作人员的服务处做好信息
登记。

园区公共区域消毒

每天早上7时30分起，金地-海南自在城
物业工作人员便整装上阵，有条不紊地安排当
日防疫工作。集合防控工作人员，梳理防控重
点区域，再开启对园区大堂、电梯以及物业服务
中心等公共区域的病毒消杀工作，强有力地为
广大业主筑起安全防护壁垒。

增加消毒频率

根据疫情进展，金地-海南自在城的家园

防护工作再次升级。一方面对于一线员工要求
每天必须测量体温后上岗工作，保障员工身体
健康；另一方面，增派工作人员排查公共区域的
清洁卫生情况，同时，增加对园区岗亭、垃圾桶、
公共休闲娱乐设施以及服务中心的消杀频率，
确保家园洁净与业主安心。

对常接触部位反复擦拭

疫情期间，基于业主宅在家的时间增多，社
区活动频率有所上升的现状，金地-海南自在

城防疫工作将业主主要活动地点纳入重点防护
的清洁区域，对楼栋信报箱、电梯口及电梯按键
等业主常接触的部位进行反复擦拭，有效隔离
病毒。

提供电梯专用按键纸巾

社区消毒工作已全面铺开，隔离病毒再从
细节入手。金地-海南自在城在社区电梯内提
供专用按键纸巾，并实时检查纸巾使用情况，若
发现使用完毕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补充纸

巾；与此同时，对于电梯周边及公共区域的垃圾
桶也加大清理力度，有效避免废弃物品所带来
的二次污染。

每日定时定点集中消毒

金地-海南自在城错开大众出行时间，选
取早中晚适宜时间段，针对业主所涉足的不同
位置每日3次定时定点进行病毒消杀，且同步
对园区公共区域大门、园林、服务中心、值班岗
亭等公共设施进行集中消毒。

严控社区进出端口

特殊时期，特殊对待。金地-海南自在城
严控社区进出口，对进出车辆进行登记排查，仔
细核对车主及业主身份，并开启进出人员体温
检测与记录的服务工作，对每位业主的身体健
康都全心呵护，所有进出人员的进出动态亦认
真核实，一旦发现体温异常者，将及时上报相关
部门。

提供生活必需物资代购服务

同时，为减少居家生活受疫情的影响程
度，对于部分出行不便的业主，在疫情期间，
金地-海南自在城提供生活必需物资代购服
务，工作人员统计业主必需物资数量后，交由
物业管家集中采购，随后将所购生活物资及
时送入业主家中，确保业主的居家生活实现
安心舒适。

工作人员全程守护

为进一步做好社区卫生防控防护工作，金
地-海南自在城社区物业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全
部轮岗上阵，在园区岗亭、物业服务中心全面启
动24小时在线服务，与广大业主保持紧密联
系，在业主需要的时刻，他们将随叫随到，确保
第一时间响应业主需要。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金地-海南自在城全体工
作人员一定会奋战到底，守护家园健康维护
社区安定！

在此，我们也向金地-海南自在城所有业
主家人倡议，在此疫情期间，我们仍将继续坚持
严格的防护措施，加大对园区公共区域的消毒
工作，增加重点区域的防护力度，也请各位业主
家人做好居家安全防护，让我们共同期待摘下
口罩的春天！

（文字由金地-海南自在城项目提供）

2月12日，金地-海南自在城工作人员在
给社区重点区域消毒。

近日，工作人员为社区进出人员严格测量
体温。

近日，工作人员配备按电梯专用抽纸。
本栏图片由金地-海南自在城项目提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
维护社区业主居家安全，金地-海南自在
城迅速响应政府工作号召，即刻启动应急
预案，成立防控疫情应急小组，争分夺秒
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近日全国和我省报告的确诊病例数
均有下降趋势，但一些新的风险因素如复
工造成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加，需要我们予
以密切关注，并及时完善对策。防控建议
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发热病人诊治及管
理。发热门诊是及时发现新冠肺炎的最
前哨和网底，门诊医生应有较高的防范意
识，熟练掌握国家诊断标准，才能做到“五
早”，否则将造成很大的传播风险。发热
门诊还应详细登记发热病人信息，以利于
社区管理。

二、加强宣传教育，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倡导喝开水、吃熟食、分餐制、勤洗手，
加强污水特别是定点医院和疑似病例及密接
集中隔离区污水的消毒处理和排放。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记者马珂 李艳玫
通讯员 冯琼）2月 14日，我省又有7名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出院。其中，海口6名，三亚1名。
这些患者经过综合诊治，复查CT病灶吸收，连
续两次呼吸道病原的核酸检测呈阴性，符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
院标准。

当天，海南省人民医院6名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出院。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南省人民医院
出院人数最多的一次。

2月14日下午，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又有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出
院。截至14日 17时，三亚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已有17人出院。

我省又有7名患者出院
省人民医院6名患者同日出院创新高，
三亚已有17名确诊患者出院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记者马珂）省卫健
委发布，截至2月14日20时，海南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确诊人数159例，重症人数12例，死
亡人数4例，出院人数38例。

截至2月14日20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59例

我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24人驰援荆州，将整合前方力量形成更强战斗力

铁肩担使命 壮志赴征程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马
珂）2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省卫健委官网了解到，海南省互联
网医院新冠肺炎诊疗服务平台正式
开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该平台作为省级互联网诊疗服
务平台，整合海南省16家互联网医
院在线诊疗资源，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在疫情防控期间，24小时在线面向
公众提供疫情信息发布和在线问诊

服务，该平台首批上线的功能包括
疫情相关实时动态、感染小区查询、
患者同程查询、官方辟谣等综合信
息发布，以及在线问诊、感染风险
AI自测、疫情相关AI问答机器人等
互联网诊疗服务。

据介绍，该平台综合疫情相关
信息搜索及查询功能，通过“疫情
数据”“疫情分布”“实时动态”“疫
情小区查询”“防护用品查询”“确
诊患者同程查询”“官方辟谣”等功

能板块，发布各类信息，提供查询
服务。公众可通过该平台第一时
间获取我省各地最新疫情情况，了
解突发新闻报道、权威官方辟谣、
交通管制信息等内容，以便更好安
排自己及家人在疫情期间的出行、
生活，做好自我防护。

在互联网诊疗服务方面，该平台
通过“在线问医生”板块，接入了海南
省16家互联网医院，为公众提供在线
咨询、就医指导、慢病复诊、在线购药

等服务。同时，该平台充分发挥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结
合国家卫健委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联手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
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等
专业机构，搭建新冠肺炎感染领域的
知识库、问答库，通过AI自测机器人、
AI问答机器人等产品，向公众提供新
冠肺炎相关个性化防控知识、防治措
施、就诊指导。

据了解，平台上线后，还将陆续

拓展数字家庭医生、在线心理咨询等
一系列服务功能，预计可实现疫情相
关信息及互联网诊疗服务两大方面
10余种核心实用功能。

可通过以下方式进入诊疗服务
平台：

1.登录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
站（http：//wst.hainan.gov.cn/）。

2. 下载搜狗搜索 app，搜索“海
南省互联网医院新冠肺炎诊疗服务
平台”。

海南省互联网医院新冠肺炎诊疗服务平台开通
提供确诊患者同程查询、感染风险AI自测、互联网诊疗等服务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起我们
要一起战斗了！”

“大家从此便是战友！”
2月14日，海口美兰机场，我

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又从这
里出发！

出发大厅里，来自省内不同机
构的医务工作者，就这样为了同一
个目标，从陌生人结为“生死之交”。

据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
统一安排部署，海南和广东对口支
援湖北荆州，我省此次派出124人
组成的医疗队将全部奔赴荆州，公
共卫生人员首次参与驰援。

激昂的誓言、亲友的送别……
从1月27日我省派出首批医疗队
驰援武汉以来，海南日报记者一次
次见证了这些勇士的最美逆行。
而此次医疗队出征，又多了一些不
同之处。

■ 本报记者 马珂 李磊 彭青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