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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室内通风
在保证经营场所温度达标前提下
加强室内空气流通，首选自然通风

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换气
保证室内空气卫生质量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

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

超市的集中空调应当保证供风安全
每周对运行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开

放式冷却塔、过滤网、过滤器、净化器、风口、
空气处理机组、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
盘等设备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若超市的空调无消毒装置，
需关闭回风系统

落实主体责任
商场负责人

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

要建立防控制度
做好员工信息采集工作

加强清洁消毒
主要是做好餐饮具、物体表面、垃圾桶、

卫生洁具的清洁消毒，并保持卫生整洁，每
天定期消毒，并做好记录

工作人员在上岗期间应当经常洗手
可用有效的含醇速干手消毒剂

特殊条件下
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化氢手消毒剂

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
应当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
在工作中避免用手或手套触碰眼睛

禁止组织聚集性活动
避免集中会议、培训、聚餐、娱乐等

不组织开展大规模促销活动、展览展示等
聚集性活动

员工应当避免自发性的聚集活动
员工应采取错峰、分餐制、打包的方式就餐

可考虑一人一桌就餐
避免聚集食堂用餐
尽量减少近距离交谈

加强健康防护
员工在岗期间注意自身健康状况监测

当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
要及时汇报并按规定去指定医院就医

合理安排从业人员轮休

在经营场所门口设置专人对每位上岗员工和顾客测
量体温，有发热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人员不可进入

从业人员在岗时应当佩戴防护口罩。柜台
销售人员、收银员、接货员、理货员、保洁员、
保安等与顾客接触较多的工作人员，需要注

意在上岗时佩戴手套和口罩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从业人员与顾客服务交流时
宜保持一定距离和避免直接接触

可在经营场所内设立应急区域
当出现疑似症状人员时，

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再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暂停母婴室、儿童游乐场所、室内娱乐场所服务
无法暂时关闭的，

必须对全部公共设施进行消毒后开放

商场、超市等人群密集场所如何防疫？

商场中的酒吧、舞
厅、电影院、电子游戏厅
等人员密集的娱乐区域
应当关闭

大型商场一些功能区是否能够正常营业

1
商场中的学习培训机

构应当暂停组织集中学习
培训，建议使用网络远程
授课方式

2
商场中的服装专卖店等物

品销售区，销售人员与顾客交
谈时保持1米及以上距离，尽
量不要直接接触；视情况适当
控制销售大厅的顾客人员数量

3
商场中的运动健身

区，建议顾客适当缩减健
身时长；顾客健身时应当
相对分散

4
关于商场中的超市，

环境卫生防护可按照专门
要求办理

6
商场中的餐饮集中区，

应当推荐顾客采用打包带走
方式用餐；或提供远程网络
订餐，顾客取餐时注意不与
服务人员直接接触

5

合理使用电梯
所有人员乘梯时

相互之间注意保持适当距离

低楼层购物推荐走安全通道
较高楼层优先使用扶梯

并尽量避免与扶手直接接触

高楼层乘用直梯时
不要直接用手接触按键

并快进快出

？

（来源：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二场新闻发布会）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马珂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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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张期
望 特约记者林先锋）2月17日，海口
市琼山区发布凤翔片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封闭式管理工作指挥部疫情
防控封闭管制操作指引（第二版）
（以下简称“操作指引”），进一步明
确凤翔片区封闭管控期间发热症状
病人处理、商业管理、出入证办理、
工作人员管理以及宣传工作等具体
要求，管控区域内餐饮店原则上不
允许开门营业。

发热病人不得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操作指引要求，管控区域各卡口

工作人员在执行出入测量体温时如
发现体温出现≥37.3℃，或发现有干
咳、乏力、气促、腹泻等身体不适症
状人员，要立即按照指挥部印制的
表格进行登记，详细记录其信息。
如出现发热人员，必须第一时间由
社区联系 120 急救车，安排送至海
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海口市第四人
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928 医院
等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诊疗，不
得让其擅自离开。

在交通工具使用方面，原则上仅
可使用120急救车将发热病人送诊，
若120急救车不能短时间内到达现
场，在做好自我防护和车辆消毒的基
础上用私家车、电动自行车送诊，不

得乘坐出租车、公交车、网约车等公
共交通工具。发热人员在医疗机构
诊疗后，无须住院的，一律纳入社区
居家隔离管理，隔离时间为14天。居
家隔离前两天，由医护人员每天2次
上门进行体温监测，并了解体征状
态，做好记录。如连续 3天出现发
热、咳嗽、乏力、气促、腹泻等症状，
必须立即再次送诊，并向凤翔片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
组报告。

超市药店等实行无接
触式销售

操作指引明确，管控区域内，除

超市、小卖部、百货店、药店等保障
管控区域内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
行业可按要求营业外，小旅租、宠
物店、小诊所等一律禁止营业。超
市、小卖部、百货店、药店等实行

“开门不进门”的无接触式销售方
式，在店外（窗口）扫码交易取货，
原则上不建议使用现金支付；如
购买人员较多，必须保持一米以
上距离在店外有序排队，避免人员
聚集。

封闭管控期间，管控区域内的
餐饮店原则上不允许开门营业，如
需营业的，仅可提供送餐服务或采
取店外打包等“无接触”方式进
行，禁止堂食，如有违反行为，由

市场监管部门从重从快处理。管
控区域内人员所收和订购的快递
和外卖，一律在卡口处领取。社区
工作人员要倡议居民一次性购买
和储备多日生活必需品，尽可能减
少出入封闭限流区域次数。

对于需要办理专门出入证的
人员，必须由所在工作单位开具
证明，本人将证明送至所属社区
（村委会），再由社区（村委会）统
一上报凤翔片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社区管控组，社区管控组依据疫
情防控需要及工作实际情况进行
审核，通过后由社区办理专门出
入证。专门出入证原则上当天申
请、当天答复。

海口凤翔片区新版封闭管制操作指引发布

管控区域内餐饮店原则上不开门营业

全力守住社区防线

“你的口罩没戴好，要遮住鼻子”
“没有出入证不让进村，不能抄小道进
来”……2月17日上午8时，海口市秀
英区西秀镇丰盈村文章村民小组的脱
贫巩固户钟少民带着女儿钟美珠准时
来到村门口设置的检查点，为进进出
出的村民测量体温、检查出入证。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凛冽冷风
中，钟少民父女俩压了压帽子、捏了捏
衣角，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完成工作。

“以前都是政府和乡亲们帮助我，现在
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事。特别是看到村
干部们这么辛苦，我们应该帮他们分
担些。”钟少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秀英区，有175名像钟少民这
样的脱贫巩固户，主动请缨加入到疫
情防控中。他们活跃在村庄疫情防

控的各个岗位上，变身村庄纠察员、
疫情防控宣传员、设卡执勤员，还成
立了代购代买志愿服务队，为出行不
便的农户购买生活物资，通过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疫情防控出一份
力，回馈社会。

1月27 日，听到村里招募疫情
防控志愿者的消息，钟少民立马拉
着女儿一起报名参加。“我刚大学毕
业，本计划春节后到人力市场找工
作。现在招聘会都暂停了，在家也
是闲着。现在每天陪着父亲出来执
勤、劝导，也是给村里的防控工作尽
一份力。”钟美珠的手臂上戴着“疫
情防控纠察队员”的袖章：“我们 1
月 28 日就开始上岗，除了设卡检
查，每天还要在村里巡逻，看到有村
民不戴口罩、聚集聊天、打麻将的要
进行劝导。一开始，确实有些村民
不自觉，经过宣传，现在这种情况几

乎都看不到了。”
文章村脱贫巩固户林树科靠着政

府帮扶的微耕机、抽水机、种子、化
肥，种了4亩大葱、白菜，2016年顺
利脱贫，全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今年春节期间，在扶贫帮扶责任人鼓
励下，林树科加入了村里的志愿服务
队，为居家隔离人员代购生活物资。

文章村一户村民，户主的儿子在
武汉读大学，不久前回到村里，按照
要求全家都需要居家隔离观察。林
树科被安排成为这家人一对一服务
的志愿者，每隔几天就要为他们跑腿
采购生活物资。“2斤罗非鱼、2斤大白
菜、3斤生菜、2斤鸭肉、2斤绿豆。”2
月17日一大早，林树科的手机上就收
到了这家人用短信发来的物资清
单。到附近的市场采购齐全后，林树
科拎着大包小包送上门。

“我家能实现脱贫，全靠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为抗击疫情尽一份绵薄之力，报答

党的恩情！”林树科诚恳地说道。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

海口秀英区175名脱贫户主动请缨加入农村防疫队伍

不忘脱贫恩 抗疫来出力

■ 本报记者 袁宇

“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门”“不聚
集，不传谣，配合疫情防控工作”……2
月17日8时许，万宁市万城镇文明南路
上又响起了熟悉的声音，劝导市民按照
规定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声音的来源是万宁市公安局巡
警防暴警大队民警郑旭坚的警用摩
托车，他驾驶摩托车沿着街道缓缓行

驶，安装在车上的高音喇叭则不断地
重复播放着提前录制好的疫情防控
宣传语。

“请骑电动自行车的那位市民朋
友把口罩戴好。”在巡逻中，郑旭坚时
不时拿着扩音器喊话，纠正街面上一
些市民脱下口罩的行为。这是疫情
暴发后，他在巡逻工作中的常态。

转过文明南路，郑旭坚与同事分
头骑车驶入老城区的几条街道。一

路上，高音喇叭和手持扩音器声音不
断。他们将从这里一路驶出城区，沿
路穿过10多个村庄后再折返。

“不要逗留，不要聚集，马上回家。”
在万城镇文明中路的一处岗亭里，巡逻
队员出发后不久，2架无人机也随即升
空，低空掠过街道，操作无人机的民警
不时通过喇叭远程劝导市民。

无人机操作员还会把情况实时
通报给在街头步行巡逻的巡警。“不

戴口罩出门的市民要接受‘教育’。”
在街头执勤的民警顾达璊说，“就是
让他们在街头‘执勤’，直到找到‘接
岗’人员。我们给他们准备了口罩，
同时还会记录下相关信息，由他所属
的村、社区负责做思想工作，绝不允
许再不戴口罩出门。”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巡警防暴
警大队将巡逻民警分成5个班次，每
个班次3个小组，每小组都有六七辆

摩托车，城区的每一条街道、巷道，以
及周边大茂镇、长丰镇、东澳镇以及
相邻的村庄都被列入巡逻路线。

“一个班次要转30多公里，全队
每天要跑近200公里。”从警5年多的
顾达璊说，看着越来越多人重视疫情
防控，虽然累点但很欣慰，“很多村民
听了我们的劝告，除了买菜、做农活，
基本不出门，出门也都会戴口罩。”

（本报万城2月17日电）

万宁公安局巡警防暴警大队认真落实防疫职责

抓实社区村庄管控 每天巡逻200公里

文章村脱贫户林树科在设卡点为进出村民测量体温。 通讯员 郑峻敬 摄

琼海一饭店每天免费给值守人员
提供500份盒饭

你守护大家 我爱护你们

本报嘉积2月1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冼才华 实习生陈宋釜）疫情无情人有情，在许多
人辛勤坚守疫情防线时，也有一批爱心人士志愿
做好他们的生活服务。近日，琼海市嘉积镇汇福
小馆饭店开展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午餐
行动。

“看到一线执勤的干警非常辛苦，他们每天在
岗点执勤的时候只能吃方便面，所以，我们决定为
这些一线干警送去爱心餐，支持他们的工作。”汇福
小馆饭店负责人符元胧说。从2月16日起，汇福
小馆饭店计划为琼海市嘉积城区多个值勤岗点
免费送3天的爱心午餐，每天共约500份盒饭。

海南公安严打疫情期间聚众赌博

查处256起案件
抓获969人

本报海口2月17日讯（记者良子 张惠宁）海
南日报记者2月17日从省公安厅获悉，截至目
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省共查处赌博案件
256起，其中刑事案件5起、治安案件251起；抓获
赌博违法犯罪嫌疑人969人，其中刑事拘留7人、
行政拘留并罚款376人、行政拘留137人、罚款
445人、其他处理4人，缴获赌资52万余元。

2月17日凌晨，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省公安
厅治安总队组织临高县公安局在临高县临城镇沿江
南路定达烟酒商行捣毁一赌博窝点，现场共抓获涉
赌人员9人，扣押赌资9万余元，涉案车辆4辆，赌具
一批。经查，犯罪嫌疑人林某磷、陈某军和王某荣等
人近期在该烟酒商行组织赌客以“鱼虾蟹”的赌博方
式进行赌博，涉嫌开设赌场罪。经深挖调查，发现林
某磷还在该烟酒商行贩卖“私彩”。目前，临高县公
安局以开设赌场案进行侦查，对林某磷、陈某军和王
某荣等人予以刑事拘留，对其他参赌人员予以行政
拘留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当前，我省正处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各级疫情
防控部门多次发布通告要求尽量减少人员聚集，但仍
有部分人员拒不执行防疫期间政府的决定和命令，
置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甚至组织、
参与聚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疫情防
控期间的社会稳定，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省公安厅
重申，疫情防控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
对聚众赌博等涉疫情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严厉打击。同时，广大群众
通过拨打“110”举报电话举报涉赌违法犯罪线索。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郑峻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