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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战疫 的报道

本报海口 2月 14 日讯 （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吴宇斐）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的“外
国朋友”们对海南疫情防控十分关
心，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愿
与海南携手共渡难关的决心。近
日，大韩民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
元喜龙特别录制视频为海南加油，
他在视频中表示：“济州道是大家

永远的朋友，朋友有难，为我所忧；
中国有难，亦为我虑。大家加油！
加油！”

海南省和济州道1995年结为友
好城市。元喜龙在视频中说道：“我
要声援在防疫战役中英勇奋战的友
好城市，为你们加油，为你们鼓劲！
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防疫措施，
并在各个城市迅速执行，市民们克服

疫情的意志坚定，必将赢得最终胜
利。”

“经历风雨，方见彩虹，我们定会
迎来美好的明天！”元喜龙在视频中
说。最后他还特别用中文为海南人
民加油鼓劲，“我坚信，济州和友好城
市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能战胜困难，
济州为你们加油！”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已收到来自

五大洲国际友城的慰问电（函）20余
封。此外省外办积极统筹，收到了来
自泰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印尼、美国等国的医用物资，并转交
我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和省红十字
会。接下来，还将有来自马来西亚、
韩国济州道、捷克南摩拉维亚州、加
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等友城地区的
防疫物资运抵海口。

韩国济州道知事录制视频

用中文为海南加油鼓劲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唐鹤然

“亲爱的中国，如若没有爱，恐惧
便会取代理性，在这个世界肆意蔓延
……”这是一封与3000只医用防护口
罩一同寄到中国的来信。写信的人，
是海南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意
大利籍外教。连日来，他组织同伴收
集了大量医用酒精和防护口罩，目前
正在逐批发往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海南大
学多名外籍教师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工
作，或奔走于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境外
药店、防疫耗材生产厂家购买防疫物
资，或给学校外籍学生做疫情防控知
识宣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力量。

据介绍，疫情发生时，上述意大利
籍外教正在印度尼西亚度假。收到消
息后，他当即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到多

位朋友帮助收集防疫物资。第一批
3000多只医用防护口罩寄到中国后，
他仍在为努力寻找防疫物资而奔走，
并在海南大学外籍教师工作微信群中
表示：“如果有任何物资需要我从国外
带回来，请告诉我。我将尽我所能，多
采购一些物资。”

与他一样忙碌的，还有海南大学
印度籍外教帕丽。疫情防控期间，帕
丽也是主动请缨，在印度采购消毒剂、

医用酒精和防护口罩。
海南日报记者还从海南大学了

解到，疫情发生后，海南大学国际合
作交流处及时发布了关于学校外籍
教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预案，专门设立了学校外籍教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
组，负责全校外籍教师的疫情防控
工作，免费向在琼外籍教师发放医
用酒精和防护口罩，并实行每日疫

情“零报告”和“日报告”制度。
此外，该校留琼外籍教师也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一致表示，海南省
委、省政府正在采取的防控措施，以及
学校严格有序的管理和细致贴心的服
务，让他们很有安全感。

“我们热爱中国、了解中国，更相
信中国。我们将与大家并肩作战，共
渡难关！”该校一位留琼外籍教师说。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海大外籍教师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热爱中国，更相信中国”
省妇联为驰援湖北医务人员家庭送菜

一篮爱心瓜菜
关切“勇士”家人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刘
晓晖）“海南驰援湖北的‘最美逆行者’们，请你们
安心在前线战斗，你们家需要的瓜菜让我们来
送！”2月12日，《致海南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及
家人的一封信》在海南省驰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
队的微信群里引起广泛关注。

原来，近日省妇联、省卫健委、海南成美慈善
基金会联合开展“致敬逆行英雄，巾帼爱心瓜菜免
费送您家”活动，通过赠送瓜菜，关心关爱驰援湖
北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当好他们的坚强后盾和
贴心“娘家人”。

疫情发生后，省妇联迅速联合海南成美慈
善基金会发起“抗击疫情，守护健康”募捐项
目。截至 2月 13日 20时，该项目共募集善款
58.7054万元，其中25.07万元已捐赠湖北省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其余捐款，除一部分用于购买
急需医疗物资，剩余部分全部用于爱心瓜菜配
送服务。

据了解，海南省驰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队
员通过微信小程序，填写姓名、联系电话、单位及收
货人联系方式，即可获得爱心瓜菜免费配送服务。
活动第一阶段服务时间为2月15日至3月21日，
配送标准为每周一次，连续5周，每次每户150元，
配送食品包括蔬菜、水果、食用油、鸡蛋等。第二阶
段服务时间和内容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安排。

目前，组织方已完成对供货基地的考察、接洽
工作，我省驰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队员的相关
信息也已收集完毕。第一批爱心瓜菜将于2月
15日配送到医护人员家中。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王妍馨 郭晶晶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和孩子
们都等着你。”2月14日，南方电网
海南五指山供电局正在值班的曾斡
得知妻子胡颖青支援湖北的申请已
经通过，要立即出发，就请假从变电
站回家，带着儿子赶到医院，给胡颖
青送上一个深情的拥抱。

曾斡是海南电网五指山供电局变
电管理所巡维中心站长，而胡颖青是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的护士
长。今年春节以来，夫妻俩都第一时
间投入到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战役中，已多天未见面。对于胡颖青

支援湖北的决定，曾斡非常支持。
连日来，曾斡对辖区内变电站开

展特殊巡视，及时掌握电网设备的运
行状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确
保政府、医院及广大居民用户在疫情
防控期间获得可靠供电。而作为医
护人员的胡颖青则一直坚守在医院
防疫一线，听闻武汉医护人员告急，
她二话不说就向医院党委报名支援
武汉。

“家里有我们，你们放心工作，你
们是孩子们的榜样。”夫妻俩育有一儿
一女，小女儿今年才2岁，疫情发生
后，两个孩子被送去爷爷奶奶家，两位
老人也给予了夫妻俩有力支持。

据悉，曾斡的父亲曾繁书是五指

山供电局的一名退休员工，也是一名
有着55年党龄的老党员。当得知单
位要安排人员在变电工区住宅小区

门口值班时，他主动报名参加值班，
走上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五指山2月14日电）

妻子踏上抗疫“征途”，丈夫深情告白：

“平安归来，我们等着你”
爱心企业助力抗击疫情

捐赠2.6万柱艾条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李

佳飞）“闻到艾灸的味道很舒服，感谢
玉玄道集团的爱心捐赠。社会各界同
舟共济，我们相信，没有战胜不了的疫
情！”2月14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桂
林社区卫生服务站一位医生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据了解，以继承、传播中华传统医
学和文化为己任的玉玄道集团连日来
相继向我省30多家单位捐赠艾条2.6
万柱，受到好评。

1月26日，获悉全国疫情十分严
峻，玉玄道集团立即决定将公司现有
的140万柱艾条尽数捐赠给一线抗疫
人员。其中，该集团捐赠我省艾条2.6
万柱，价值约48万元，受捐单位30余
家，包括医院9家、机关单位9家、社
区卫生服务站5家等。

海南一上市公司
购5万多只口罩赠一线人员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黄杰）2月14日下午，由我省上市公司洲际油气
在哈萨克斯坦紧急采购的2.008万只N95口罩
运抵海口，将捐赠给省红十字会，供我省防疫一
线医护人员使用。此外，该公司还向武汉捐赠了
3万只N95口罩。

此次疫情影响面广，多地防疫物资紧缺，特
别是一线医护人员更急需N95口罩。洲际油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得知此情况后，紧急召开专
题电话会议，利用其跨国石油公司在海外的资
源，紧急采购防疫物资，捐赠给湖北省和海南
省，以帮助其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经过努力，2月10日晚，完成购买5.008万
只N95防护口罩的紧急任务。洲际油气负责人
表示，作为海南走出的跨国石油公司，洲际油气
工作人员虽身在海外，但也希望能为祖国抗击疫
情尽微薄之力，这批N95口罩仅是洲际油气的
第一笔援助物资，该公司还会陆续采购口罩、防
护服等防疫物资，想方设法运回国内支援疫区。

本报三亚2月14日电（记者徐
慧玲）鄂琼一家亲，天涯尚为邻，樱花
盛开时，江城满地春。2月13日，在
三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112名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滞留三亚的湖北
旅客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乘坐包机
顺利抵达武汉。对此，《湖北日报》
《楚天都市报》等湖北媒体纷纷进行
报道，点赞三亚为滞留旅客提供的人
文关怀。

《湖北日报》报道称，为让游客顺
利回家，南航海南分公司第一时间制
定保障方案，选派了技术能力强、工
作作风硬的两名机长、一名副驾驶执
飞此次航班，并从近300名主动请缨
的乘务员中选择了5名业务精湛的
党员乘务员跟机保障。航班还专门
配备了1名安全员和1名机务人员。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你
们！’”《湖北经视》报道提到，“他们安
排得挺好的！”一名湖北籍游客胡女士
返回武汉后这样说。自疫情发生后，
三亚要求全市所有酒店、民宿不得驱
逐湖北籍的游客，不仅统一安置湖北
重点疫区旅客入住指定的酒店，并大
力协助滞留在三亚的湖北旅客乘坐包
机返回武汉。启程前，三亚还为每位
旅客送上了当地的特色食品以及必备
的防疫物资，十分暖心。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三亚根据疫情变化科学精准施策，
关口前移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
测，征用酒店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从
国际上购买口罩防护服，向湖北派出
医疗队，向湖北捐运瓜果蔬菜，出台有
效应对疫情支持旅游企业发展十条政
策措施。

湖北媒体点赞湖北旅客
乘坐包机自三亚返乡
千言万语
道不尽“感谢！”

爱心企业采购滞销农产品逾72吨

“爱心蔬菜包”送上一线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计思佳）受疫情

影响，我省农产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销，让从事
农业生产的贫困户生活受到了影响。2月14日
上午，碧桂园海南区域购销海口市贫困户农产品
发车仪式在海口市菜篮子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举行。

据了解，碧桂园集团采购海口贫困户72.4
吨、价值约46.7万元的滞销农产品，免费发放给
其小区业主，帮助贫困农户渡过难关。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方便派送，此
次碧桂园海南区域采购的贫困户滞销农产品，均
由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
套餐式分装，每个“爱心蔬菜包”内装有14斤各
类蔬菜。

“这些采购的农产品将分批运送至海口市内
各个碧桂园小区，免费给业主发放。同时，大部
分蔬菜将陆续送往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医一附
院、海医二附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免费发放给
一线医务人员，及海口的一线公安干警，为抗疫
一线的‘最美逆行者’提供支持。”碧桂园海南区
域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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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疫情赛跑，争分夺秒。湖北福好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荆州市，
主要生产口罩等防护物资。交行荆州
分行特殊时期特事特办，通过邮件、电
话与客户沟通，以“一日审批、一日放
款”的速度，为其完成200万元信用贷
款发放。

这只是交行在疫情防控中与小微企
业共克时艰，主动服务的一个缩影。从
总行到分行，交行上下积极落实中央部

署，主动压成本、降门槛、提效率，全面精
准高效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截
至2月12日，小微企业两增口径贷款余
额 1696.45 亿元，较年初增加 56.93 亿
元，增幅3.47%；向应对疫情物资保障重
点企业累计提供授信40.45亿元，实际提
用37.17亿元。

主动对接需求。交行通过对接人
行再贷款清单企业、对接地方政府重点
企业清单客户、对接全国工商联、对接

大数据平台如“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查询
平台”等，积极主动对接客户需求、为客
户纾困。位于上海的钛米机器人是一
家生产医用消毒机器人、隔离病房服务
机器人的企业，也是当前抗疫物资采购
中该领域的重要供应商，交行上海市分
行紧急为其授信2000万元。餐饮龙头
企业西贝筱面村面临资金困难的消息
见诸媒体后，交行北京市分行主动上
门，在原有对企业贷款5000万元的基

础上，与企业达成增加额度至1亿元的
融资意向。

降低融资成本。在落实好人行再贷
款资金、中央财政贴息政策的基础上，交
行总行再给予分行50个基点专项资源
支持，支持分行更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
需求。截至2月12日，再为33个客户发
放贷款共9.76亿元。

创新融资方式。针对小微企业抵质
押品普遍不足的问题，交行积极与国担

基金体系担保公司合作，紧急开发投放
“抗疫担保贷”，高效满足企业融资需
求。江西海福特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是江
西省一家生产医用防护服的企业，交行
江西省分行联合当地融资担保公司，以

“见贷即担”的高效率，为企业完成紧急
授信1000万元，支持其扩大再生产。“特
殊时期，银行与担保公司还取消了反担
保物，给我们免除了担保费用。”企业相
关负责人表示。

提高服务效率。交行加强金融科技
应用，全面升级线上开户、线上现金管
理、线上融资等服务，让企业足不出户就
可获取金融服务。对与疫情防控相关的
基建、交通、物流、制造等行业开通绿色
通道，对专项再贷款从严审批、从快发
放，实现随到随审、一日审结发放到位。
相较于5个工作日的一般企业平均审批
用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授信审批平均
用时仅为19个小时。

压成本 降门槛 提效率

交通银行主动作为 精准对接服务小微企业

■ 本报记者 马珂

抗疫期间，有支队伍同样奋战在
一线。不同的是，他们24小时待命，
保障大众的治疗需求，同时专注于将

“可疑”感染患者分流到发热门诊，守
好战“疫”前哨。

“来，测一下体温。”“有没有接触
过从湖北来的人？”“是否接触过发烧
的人？”……疫情防控时期，在海南省
人民医院急诊科，患者若想进去看
病，只有一个大门可以通过，门口便
有护士守候，为进入人员测量体温并
一一询问、登记，发现发热患者、疫区
来的患者等都要引导到发热门诊就
诊。以上那些问题，这周值守第一道
岗的海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林
玉贞，在工作的8个小时中要重复问

上数百遍。
“可别小瞧这第一关。”省人民

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欧阳
艳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近段时间，
省人民医院每天转诊至发热门诊的
患者有10多例，最多的一天达到30
多例。

大门口，只是防疫的开始。过了
“第一关”，患者挂号后，还将在预检
分诊处过“第二关”，之后还将在诊区
内由医生进行第三次问诊，即“第三
关”筛查。欧阳艳红说：“应对疫情，
我们设置三道‘关卡’，及时筛查疑似
病人，指导他们去发热门诊就诊，为
的是确保每一位疑似病人不漏诊，也
确保急诊科里的就诊患者避免感染
新冠肺炎。”

林玉贞和所有急诊科的同事们

一样，从年前开始上班，至今未休息
过一天。“防疫期间，我们一定要保证
病人看病的正常需求，过年加班，急
诊科工作的人也都习惯了。”林玉贞
说。

上班的8个小时里，林玉贞很少
喝水。“我们属于一级防护，但是要去
一次厕所，需要换衣服，特别麻烦。
而且我如果走开了，这里就没人把好
这‘第一关’了，所以我们尽量不喝
水，也不上厕所。”

“自己防护好些，严格按照操作
流程，尽可能减少感染风险。”林玉贞
说。

急诊科医护人员除了要保证平
时的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还要在疫
情期间负责疑似病例转运的工作。

张谞是省人民医院一名急诊科

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张谞一
直跟随救护车出诊，连续奋战了 7
天，接回了多名疑似病例患者。“最多
的一天接了3例病例，最远到达儋州
接患者，前后用时近6个小时。”张谞
说，接到疑似患者后，他要和同事一
起将其送往发热门诊，进入隔离病
区，妥善安排。

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转运完疑
似患者的张谞必须要在隔离室进行
自我“隔离”，独自一人，24小时待
命。他说：“只等一个电话，我随时出
发！”

据了解，从1月21日至今，省人
民医院急诊科320名医护人员全体
在岗，守护在治病救人防控疫情第
一线。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全体在岗，每天询问患者数百遍

当好“排头兵”尽心“守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