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码”上助力

红码

主要为确诊病
人、疑似病人、密切接
触者等隔离人群；需
实施14天隔离，连续
14 天健康打卡正常
方能转为绿码

黄码

主要为购买止
咳、退烧药物的患者，
来自重点疫区、发热
门诊人员等重点关注
人群。需实施14天隔
离，连续14天健康打
卡正常就会转为绿码

绿码
一 切 正 常 ，可

随时凭码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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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李梦瑶
贾磊 林晓君

2月18日我省公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区域图，
将五指山市等市县划为低风险区
域。被划为低风险区域的各市县，对
外，严防死守做好疫情防控，防止疫情
输入；对内，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加快
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严防输入病例

2月19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荣邦乡芙蓉田派出所路段检查点，
执勤民警黄永达手拿停车示意牌，示
意迎面驶来的车辆停车接受检查，做
好车上人员身份证件核查、测量体
温、去向登记等工作，确认没有异常
后，才对车辆放行。

从春节前夕至今，黄永达等人一
直坚守在岗位上。从海榆西线经荣
邦乡进入白沙各乡镇共有4个入口，
当地在关键路段设置了芙蓉田居、书
村、大岭居石灰窑、芙蓉田4队等4
个健康检查点，每天24小时严格值
守。此外，自实行疫情防控以来，荣
邦乡各级党组织共成立了67个党员
包干责任区，采用党员分片包干的方
式，包组连户，责任到人，筑起了一道
道严密防线。

“疫情得到遏制，得益于全县上
下严防死守，科学布控。”2月20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县阳江居自1
月 24日确诊 1例新冠肺炎病例以
来，多举措发力严防输入病例，至今
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目前，这里已
由交通管制转为社区封闭式管理，居
民的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正常。

恢复生活秩序

“线上二维码扫描登记，加快了
排查速度。同时，无纸化网上签字还
能有效防止值守人员与居民出现交
叉感染。”2月18日，在屯昌县东风小
区、吉安小区等地，居民们纷纷拿出
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自助信息登记，
并称赞这一举措十分便利。

为高效做到返屯人员每日体温
联网监测，又尽量减少被登记人和登
记人的近距离接触，自2月15日起，
屯昌县大力推行线上登记模式，要求
让返屯人员在第一时间进行自助信
息登记，实现镇村社区末端管控精准
化，既避免排队登记以及共用纸笔带
来的感染隐患，也能让居民居住、出
行更为安心。

2月20日下午，在位于白沙金凯
大酒店旁的好友体育用品店，不时有

顾客走进店里选购羽毛球、网球、运
动服等体育用品。“加强体育锻炼，能
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免疫力。”该店负
责人唐海强介绍，连日来，该店通过
微信等线上方式推介游泳、羽毛球、
篮球、健身等一系列体育培训课程，
也搜集到不少意向客户。现今，白沙
市民的生活秩序日渐恢复正常，多家
商户正铆着劲准备恢复正常运营，将
近段时间错失的商机赢回来。

抓好农业生产

冬季瓜菜种植一直是琼中什运
乡什统村的主导产业，受疫情影响，
往年定期前来收购瓜菜的客商一时
不见了踪迹，让不少种植户慌了神。

“还好村里的帮扶干部第一时间
上门帮扶，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什统村村民王政提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帮扶干部及时对接乡政府以及农
业部门，还给往年收购瓜菜的“老客
户”挨个打电话，逐步打通了运销渠
道，并为他办理“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单”与冬季瓜菜运输通行许可证。几
天前，王政提种植的第一批4000斤
瓜菜顺利发往广东省。

在五指山市，因受疫情影响，当地
农户种植的黄金百香果、黄秋葵、豆角
等果蔬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销。
为此，该市分批组织了收购商、合作社
等57家运销商收购全市瓜果蔬菜，并
对前来收购的运销商，按销往目的地
里程及采购总量给予运费补贴与一次
性资金奖励。同时，还鼓励本地瓜菜
个体商户、合作社、企业主动与外地
收购商组成瓜菜联合销售共同体，发
挥农村电商渠道作用，并对符合条件
的种植户予以相应的资金补贴。

（本报牙叉2月20日电）

五指山市等低风险区域市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复工复产 加速恢复生活秩序
海口美兰区白沙门温泉度假村小区
党支部引领业主群防群控

43名业主组队战疫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防疫期间，请出示你的通行证。”2月18日上
午，在海口市美兰区白沙门温泉度假村小区门口，3
名保安、3名业主分成两排站在小区入口处，逐个
为业主测量体温，并检查他们是否有小区通行证。

白沙门温泉度假村小区，位于美兰区海甸街道
辖区，共有500多户居民，大部分是“候鸟”老人。尽
管该小区及附近多个小区并无确诊病例，但该小区
早在2月4日开始，就进入了限流封闭模式。

“我们之所以这么严格，就是要防患于未然。”
温泉度假村小区党支部书记、业委会主任李坚说，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在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的号召
下，该小区从2月1日开始，所有群体活动全部取
消，业主自觉居家隔离。

不仅如此，小区党支部通过微信群征集志愿
者，共同协助小区安保人员开展人员限流工作。

“小区党支部的征集通知发出去不到两小时，19
名业主就自发报名参加。其中大部分是退休老党
员。”李坚介绍，从2月2日开始，小区业主开始轮
班值守小区入口。早上8时30分开始，晚上8时
30分结束，按照3小时一个班次，每天4个班次，每
个班次安排3人协助物业安保人员值守。

“李书记，小区抗疫人人有份，我要加入！”“共
同抗疫，我要报名参加值守”……让李坚感动的是，
从2月2日开始，小区业主就陆续来找他，要求加
入小区入口值守行列。考虑到前期参加值守的业
主年龄偏大，长时间值守风险较大，李坚召开小区
党支部会议，决定发布公告扩大值守人员数量。

公告发出不到两天，就有30多人报名参加。经
过筛选，小区党支部决定成立一支由43名业主组成
的抗疫战斗队，全面协助小区物业、街道社区防疫工
作。“我们小区老人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人感
染。”李坚笑着说，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抗疫不仅保护
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您的‘健康码’是绿色的，欢迎光
临。”2月19日下午，在海航日月广场免
税店门口，工作人员林文霖不慌不忙地
扫描每一位入场顾客出示的“健康码”。

“如果顾客的‘健康码’是红色或
者黄色的则禁止进入，绿色的则可以
通行。”林文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查
看顾客的“健康码”其实很简单，不需
要特别的工具和程序，使用手机支付

宝扫一扫就可以得到结果。正是因为
扫码便利，尽管该免税店只开通一个
入口，但是数百人陆续进店时并没有
出现拥挤现象。

“有了‘健康码’，我们在店内逛起
来也放心。”正在逛免税店的市民陈晶
晶说，通过“健康码”验证，代表进店的
顾客都不是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密切
接触者，不是来自重点疫区、外省的人
员，也不是具有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患
者。尽管如此，在免税店内，当天所有

入店人员均自觉地戴上了口罩。“毕
竟，疫情还没有结束。”陈晶晶说，戴上
口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

2月18日，海南省健康一码通系
统正式上线。该系统通过红黄绿三色
分类规则来把握市民的健康情况。疫
情防控人员可通过系统中的健康登
记、返岗登记、医药登记、通行登记、疫
情举报等场景功能实现对人员外出、
健康监控、复工复产等问题的管理。
各社区、商场、关口、机场、车站等通行

卡口均可利用系统中的通行登记功能
对人员出入进行管理。“市民出行时使
用健康码，则可当作自己的‘通行
码’。”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卡口值守人员通过扫码认证识别
人员信息，出入不再需要其他证明。

林文霖高兴地说，健康码操作流
程很简单，不仅有效减少免税店工作
人员的时间及人力投入，而且还减少
了入口处人员聚集导致的风险。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通过“健康码”识别确认个人健康信息

扫“码”逛街 市民不必心慌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省交通运输厅
20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县做好我省
疫情防控期间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实
名登记乘车。此举旨在加强对重点疑
似人员行程轨迹及时有效追溯，减少
病毒传播途径。

通知要求，各单位应在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加大对海南
省健康一码通系统（以下简称“健康码
系统”）的宣传力度，推广“健康码系
统”在公交、出租客运服务领域的应
用，引导乘客凭“健康码”乘车。

对未实现扫描“健康码”乘车的
市县，结合本地区实际，可使用自行
研发的系统或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推荐的“乘客信息登记系统”
（以下简称“部公路院登记系统”），指
导督促所辖公交、出租客运企业及驾
驶员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实名乘车登
记工作。

对无法通过扫码登记的乘客，应
要求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工作人
员或驾驶员代为登记。同时，倡导乘

客使用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
避免病毒通过纸币传播。

疫情防控期间使用“部公路院登
记系统”的市县，可参照省交通运输厅
编制的《公交出租客运乘客信息登记
系统应用指南》组织推行，并向省交通
运输厅统一申领配发查询账号（每市
县一个）。

我省防疫期间公交车和巡游出租车须实名登记乘车，大力推广应用“健康码”

凭“码”乘车 安全更有保障

一家4口得到妥善照顾，外籍留学生
点赞海口集中隔离观察服务——

“隔离期间，
我们被照顾得很好”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没有焦虑，没有怨言，2月19日上午，在海口
市海秀路城市快捷酒店大堂，来自武汉理工大学
的外籍留学生伊斯曼和妻子杨华面对来访的海
南日报记者，口中满是感激的话语。

1月12日抵达海南，1月25日开始在海口美
兰区开始集中隔离观察直至2月12日。原本计
划半个月的海南之旅，却被延长至今还无法返回
武汉，这样的旅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跟愉快很难
对得上号，但杨华回忆此次海南之旅，满是愉快的
记忆：“隔离期间，我们受到很好的照顾，吃得不
错，住得也不错。”

杨华说，在美兰区演丰镇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期间，他们没有感受到一点不愉快。刚刚入住酒
店，工作人员就仔细询问他们饮食习惯。根据他们
家的饮食习惯，工作人员特意为他们一家准备了清
真餐。隔离期间，酒店住宿费他们没有掏一分钱，
全部由美兰区政府承担。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贴
心地为他家小儿子买来了尿不湿，为正在上一年级
的大儿子送来了学习用品。

伊斯曼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月5日，他两岁
5个月的小儿子感冒发烧，集中隔离观察点工作
人员连夜开车将他们送到医院治疗。6日凌晨2
时，工作人员又开车从医院陪同杨华送回酒店。
2月12日，伊斯曼一家结束集中隔离观察，但依旧
无法返回武汉。工作人员主动帮他们联系好了性
价比高的酒店。在将他们一家人送至该酒店前，
还特意给他们免费赠送了近百个口罩和一罐奶
粉，方便他们在海口的生活。

“海南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此行让我们爱上这
里的山水和人。”伊斯曼给美兰区政府写了一封
2000多字的感谢信，妻子杨华也将这封信以《“并
肩战‘疫’”·留学生篇》为题，转发到自己微信朋友
圈，告诉朋友们他们在海南之旅的经历。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扫码看
海南省健康
一码通操作
指引、使用
说明

本报三亚 2月 20 日电 （记者
周月光）2 月 19 日，三亚市出台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六条措施，包括毫不松懈抓好防
控工作、实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开展无疫社区创建活动和“五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有序恢复正常生
活秩序、有序推动和组织企业复工
复产、有序推动旅游业恢复重振和
提质升级。

实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三亚

将所辖各区划分为低风险地区、中
风险地区，分别实施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

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防
控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一是保证交通运输、城乡公共交
通正常运转，不得封路、封村、封社区、
封市场，确保生产生活物资正常流
通。二是有物业的小区由物业公司负
责出入人员及车辆登记，允许人员车
辆有序出入。在出入口设置疫情排查

点，进入人员须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
测量。无物业、无保安、开放式小区
（居民点）由属地社区负责落实管理措
施。辖区内公共场所在疫情解除前，
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三是掌握出租房
屋和承租人信息，建立台账。

中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防控策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在采取低风险地区各项措
施的基础上，还须做好三方面工作：无
确诊病例的社区（村、居）可参照低风

险地区采取防控措施；对14天内有新
增确诊病例的小区实行“一人封单元”

“两人封栋楼”“三人封小区”封闭式管
理。对14天内新增的确诊病例，根据
其生产生活接触的空间和人员范围，
以楼房的单元、工厂的工作间、工作场
地的办公室、农村的户为最小单位，合
理确定防控场所和人员，实施针对性
防控措施；如有特殊情况的，经报请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可以在特定道
路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但不得封

路、封村、封社区，确保人员正常出行
和生产生活物资正常流通。

有序推动和组织企业复工复产。
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划为低
风险地区，施行单独管控，全面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落实好工人返工交
通组织、复工补贴、招工补贴、复工复
产综合保险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各
项优惠政策，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保
障员工健康、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三亚推出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六条措施

分区域精准施策 抓防控不误生产

志愿力量助抗疫
社区防控不放松

2月 18日，海口市海垦街道
西岭社区疫情防控检查点，志愿
者冯洋（左一）为出入的居民检测
体温。

在海口工作的四川小伙子
冯洋居住西岭社区，志愿加入到
疫情防控一线，协助做好排查监
测服务工作，为打赢抗疫战尽一
份力。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分区分级精准施策

热点问题

专家咨询类81件，上升25%

政策咨询类593件，上升6%

防控类热点问题4079件，上升5%

2月19日17时⬇
至2月20日17时

热线接件

4753件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2345专家服务热线一日小结

健康登记相关问题

反映社区、商场、学校等公
共场所未做好防疫措施的问题

制图/张昕

扫码进入海南省健康一码通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