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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受疫情影响，作
为海南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面临
严峻形势。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认真抓好

“省八条”“旅六条”等相关政策的落
实，研究制定旅游业疫后恢复重振
计划，坚定旅游业恢复重振的信心，
有序有力推动旅游业恢复重振和提
质升级。

2019年，海南旅游业总收入超
千亿元，旅游旺季为当年的10月至
次年的5月，春节黄金周则是海南旅
游业旺季中的旺季。然而，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1月25日起，海南全
面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产品，全省景区、旅游演艺场所停
止营业，我省旅游人数、旅游收入、人
均消费等主要旅游统计指标下降明
显，旅游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流压
力，旅游项目建设及旅游招商受到直
接影响。

为支持我省旅游企业积极应对
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省政府先
后印发《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
关的八条措施》《海南省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海南旅游企业
共渡难关六条措施》，出台具体措
施。省旅文厅暂退80%的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一周之内共受理206家
旅行社提交的申请，占全省旅行社数

量的 53%，其中海口已暂退第一批
105家旅行社3700多万元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

系列措施实施以来，暂时缓解了
旅行社、景区景点、宾馆酒店等旅游企
业一定程度的资金压力。省旅文厅厅
长孙颖表示，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积
极推动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并将加快
下拨旅游产业专项资金和省级入境旅
游市场开拓扶持资金，形成旅游企业
自救、旅游从业人员助救、政府及部门
施救的局面。

下一步，省旅文厅将制定旅游业
疫后恢复重振计划，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推动旅游重点项目如期开工复
工。除了做好企业救助，省旅文厅将

进一步梳理已经洽谈成功的旅游、文
化和体育三个产业的企业和项目，会
同市县政府，能签约的签约，能落地的
落地，继续推动正在洽谈的项目，并大
力扶持旅游市场主体，针对重点企业
做到“一企一策”，确保疫情后重点旅
游项目如期开工复工。

为助力产业提质升级，省旅文
厅将多措并举，有序释放旅游消
费潜力：引导和帮助旅游企业苦
练内功，以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旅
游产品和旅游服务品质迎接疫情
之后的消费反弹；加大旅游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旅游产业
的核心吸引力，为疫情结束后抢
占市场打下坚实的根基；疫情稳

定后，全面开展国际旅游消费年
系列工作，优先举办吸引力大、拉
动消费能力强的活动，加大吸引
岛外游客参与的力度。

为进一步做大旅游市场，省旅文
厅将优先抢占国内旅游市场，有重点
地刺激旅游消费：发挥海南度假优
势，开展面向全国（含港澳台）医务人
员等群体的优惠活动；挖掘本地消
费，实施海南人游海南计划；拉动免
税购物，实施海南免税购物特别优惠
季（月）活动，加大免税购物宣传力
度；推动全域旅游，开展自驾车游海
南活动，策划系列主题游活动；尽快
恢复国外包机航线，蓄势恢复和开辟
入境旅游市场等。

省旅文厅部署旅游业疫后恢复重振计划

做好企业救助 开拓旅游市场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严把防疫关

筑牢口岸安全防线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朱晨鹏

2 月 16 日 10 时，从俄罗斯莫斯科起飞的
F79853次航班满载着医疗防疫物资从三亚凤凰
机场入境，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凤凰边检站
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为航班和机组办妥入境手
续，确保这批物资通关“零延时”。疫情防控期间，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各出入境口岸启动特
殊勤务方案，安排第一时间登机，确保防疫物资快
速通关送往疫情防控一线。

据介绍，自1月23日至2月17日，该总站共
检查出入境人员80222人次，其中检查入境人员
34347人次、出境人员45875人次；检查出入境
交通工具979余艘（架）次，其中检查出入境飞机
671架次、船舶308艘次，共排查重点疫区籍贯
或有武汉旅居史的旅客499人次，向海关检疫部
门推送核查旅客352人次。全省7个出入境口
岸防风险、护安全、保畅通，从严从实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

连日来，海口边检总站各边检站把疫情防控
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来抓，广大民警冲锋在第
一线，全力确保国门口岸出入境安全有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海口边检总
站党委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成立总站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层层压实主体责任，落实落细疫情防
控措施。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民警职工闻令而
动，众志成城阻击疫情。

走进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执勤现场，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岗”等标识格外
醒目。“面对疫情，美兰、凤凰、三亚边检站及时调
整部署，科学优化勤务，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以赴守好国门第一道
防线。”海口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航班到
达之前，提前利用大数据对入出境航班进行分析
研判，将结果及时推送海关检疫实施精准检查。
航班抵达后，在做好执勤民警安全防护的前提下，
多举措保证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通关。

2月16日上午，一艘装载着430辆平行进口
汽车的外贸船“劳拉”轮缓缓停靠在秀英港，秀英
边检站安全高效办理了出入境手续。连日来，从
洋浦、八所、马村、秀英等口岸出入境的外籍货轮
接连不断，主要涉及运载原油、河砂、动力煤、锆中
矿等海南重点民生需求的能源和原材料，洋浦、八
所、马村、秀英边检站加强与口岸联检单位建立联
防联控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执勤，严格执
行进出口岸防疫措施，确保了省重点民生项目顺
利施工。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赵
优）海南日报记者2月20日获悉，为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的决策部署，结合高尔夫
体育运动特点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实
际，我省高尔夫球场有序开放，观澜湖
高尔夫球会和鉴湖·蓝湾高尔夫球会
已于当天恢复营业，开门迎客。

当天一早，鉴湖·蓝湾高尔夫球
会总经理徐小荣和同事分别填写球
会的“防疫情每日人员统计表”中的
出勤情况和身体状况后，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此次疫情对高尔夫球市场
影响非常大，球会一季度营收同比下
降明显。”徐小荣接受采访时表示，近
段时间，省政府及时出台各项支持政
策，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企业
复工复产保险补贴等，为企业排忧解
难，暂时缓解了企业的生存压力。得
益于目前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效，鉴
湖·蓝湾高尔夫球会于2月20日开
放击球和练习场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观澜湖高尔夫球
会的情况也不乐观：岛内外客人几乎
为零，入境航班停航也使得韩国等地

入境客人无法进入，上半年的活动取
消或延期……

按照海口市疫情防控期间复工
复产的工作指导，海口观澜湖高尔夫
球会于2月20日恢复营业。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客人
的身体健康和安全，鉴湖·蓝湾高尔
夫球会每天按照国家规定的消毒方
法进行公共区域以及客人用品、球
车、球包等消毒工作。客人需提前预
约并实名制进入，进入会所及击球全
程需戴口罩，且每组客人发球间隔时
间延长至16分钟。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我们已
全面实施保障措施，按既定程序全面
做好卫生清洁及消毒防疫工作，确保
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并佩戴口罩。”观
澜湖高尔夫球会市场销售部副总经
理廖兴萍介绍说，球场客人需提前一
天实名预约，来场时出示身份证明并
配合填写健康承诺书。

“下一步我们将降低内部成本，
维护好客户关系，加大海外市场宣
传，期待高尔夫球市场尽快回温。”徐
小荣表示。

我省高尔夫球场有序开放
做好疫情防控，期待市场回温

海南献血预约热线已开通

期待您热血参战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任桐 通讯员李玮）2月17日，我省首批3
名新冠肺炎康复者在海南省血液中心完成血浆捐
献，标志着海南省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工作
正式全面启动。2月20日，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海南省血液中心联合发出《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
捐献倡议书》，呼吁新冠肺炎康复者能够发挥互帮
互助精神，加入捐献血浆的队伍中，帮助仍在与病
魔抗争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发布的《关于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的通
知》提出，康复者血浆治疗可适用于病情进展较
快、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并制定了《新冠肺炎康
复者恢复期血浆临床治疗方案（试行第一版）》，
对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采集、制备等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国家要求以及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的安排，海南省血液中心负责全省新冠
肺炎康复者血浆采集、制备等工作。

为做好海南省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工
作，省血液中心紧急部署，安排专用场地及设
备，协调相关人员，确保恢复期血浆采集、检测、
制备、运输等工作安全顺畅，可以第一时间将符
合要求的血浆送往定点医院，用于危重新冠肺炎
患者的治疗。

海南省血液中心专门开通了捐献恢复期血
浆咨询预约热线：18976055901，新冠肺炎康复
者可拨打此电话了解捐献相关事项并预约捐献。

@新冠肺炎康复者

2月20日，游客在海口市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打高尔夫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应掌握员工近期外出情况
（所到区域，是否去过医院，是否接
触疑似患者，是否出现发热、咳嗽、
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并做好汇总
登记。

2、对员工到过疫情发生地区、
与疫情发生地区人员有过接触、与
确诊病例有接触等情况，应按规定
及时向当地防疫、社区、街道等相关
部门报备。

3、每天对在岗员工进行晨检
记录。员工每天进入工作场所前，
应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监测，正常
方可进入。

4、在岗员工应配戴口罩上岗，
并及时更换口罩。

5、员工除戴口罩外，还应加强
洗手并增加消毒频次。在工作前、
操作后、如厕后等要严格按照六步
法洗手，切实加强个人安全防护。

6、建议员工每人有两套工作
服以便交替使用。

7、建议就餐区域入口处设置体
温检测设备，对到店消费者进行体
温测量。

餐饮商户如何做好疫情防护工作？科
普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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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马珂）2月20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网上举行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疾控中心主任
医师金玉明针对餐饮商户如何做好疫情防护工作，给出了详细的建议。

主要做好 个方面的工作
1、防疫期间各单位

可尽量通过线上开展外
卖配送服务，在确保食品
安全的前提下，以外卖配
送方式为消费者提供就
餐服务。

2、配送员在配送过
程中应高度注意防护及
配送安全，全程佩戴口罩
手套等防护用具并定期
更换。

3、配送员应做好送
餐箱、配送交通工具等的
消毒。

4、配送员出现发热、
感冒、咳嗽、咽痛、胸闷、
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
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
痛等可疑症状，应立即停
止配送工作并上报可疑
症状，根据病情居家隔离
或就医。

5、配送过程中，尽可
能采用无接触配送的形
式。

1、应确保餐用具严
格清洗消毒后使用。

2、厨房内使用的
食品加工工具、盛放食
品的器皿在每次工作结
束后及时清洗消毒。

3、餐厅里使用的
布草（桌布、客人毛巾、
后厨使用的抹布等），可
高温蒸煮 15 分钟以上
进行消毒，或在 75℃热
水中洗涤30分钟以上。

4、每天应对外送餐
食的保温箱、物流车厢
及物流周转用具进行清
洁消毒。

5、对冷冻冷藏和
保鲜设备应进行检查、
维护保养，并确保清洁
卫生。

1、加强就餐场所和加工场所
的空气流通，维护通风和空净系
统的正常运转，加大通风换气量，
确保营业空间内具有当前条件下
最高的换气频次。

2、要根据疫情期间的特殊情
况，加大对通风和空气过滤装置
的调试与清洁消毒力度，增加过
滤器的清洁消毒和更换频次。

3、具备条件的就餐场所也可
以采取减少桌椅摆放、加大就餐
者之间空间距离的措施，尽量阻
隔病毒传播。

4、加强对就餐区域、人员通
道和洗手间等场所的消毒灭菌，
并每日公示消毒情况；洗手间应
配备洗手池及洗手液、消毒液等。

5、如发现有疑似或确诊病例
消费者在店内就餐过，应第一时
间暂停营业，并开展终末消毒。

1、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
质并在疫情期间允许经营
的供货商采购原材料，严格
执行食材进货查验。

2、落实采购各环节索
票索证制度并存档记录，尤
其是对肉及肉制品做好索
证索票工作，不采购或使用
病死、毒死及死因不明的禽
畜动物肉类及肉制品。

3、禁止经营、贮存野生
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不采
购、使用需现场宰杀的活禽
畜动物。

1、按照《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加工制
作食品。

2、做到加工工具分开。
3、对食品原材料如海鲜

类、肉类、蔬菜进行分池清
洗，避免交叉污染。

4、菜品需烧熟煮透，烹
调制作菜品时的中心温度应
达到70℃及以上。

5、传菜过程中，传菜员
工必须佩戴口罩和手套，并
在菜品上加一个盖子或者使
用保鲜膜罩住菜品。

1 人员管理

2 餐具、工具
和布草管理 3 环境管理

4 食材管理 5 加工管理

6 配送管理6

定安开展野生动物
管控整治行动

本报定城2月20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周利斐 实习生陈宋釜）
海南日报记者2月20日从定安县有
关部门获悉，连日来，该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联合县森林公安局、县市场监
管局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野生动
物管控专项整治行动，坚决禁止贩卖、
捕杀、出售野生动物行为，全力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执法人员重点对定安农贸
市场、酒店、野生动物养殖场所进行“拉
网式”清理检查，自1月23日以来，该
项整治行动共出动528人次，调查摸
排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28家，检查农
贸市场323家（次）、宾馆酒楼等餐饮
单位1175家（次），联合市场监管部门
查处违法售卖野生动物案件1宗。

◀上接A01版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南七仙岭
景区等40余家旅游景区。

据了解，部分景区景点除了为医
护人员提供门票免费的优待外，还给
予体验项目、住宿、餐饮优惠，一些景
区景点还将为全国医务工作者同行家
属也列入免费人群。

日前，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消息称，疫情结束后，该公司将
免费捐赠20位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来海南进行疗养，放松身心。

日前，在海南民宿客栈和精品酒
店协会微信群里，会长冯清雄向同行
发出“疫情胜利了，请医生在民宿度
假，我们是认真的”的爱心倡议。短
短几天，这一倡议得到了文昌鹿饮
溪、琼中学而山房以及森林客栈8家
分店共40余家民宿的积极响应。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海口市旅文
局倡议，今年内，海口108家主要宾馆
酒店将每天各提供10间，总计1080间
客房对全国医务工作者5折优惠（以预
订当日在线旅游平台售价为准）。

疫情之后 相约海南

借“卖口罩”
诈骗40余万元
一女子被陵水警方抓获

本报椰林2月20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杨大琬）2月20日，通过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的协调和天津市公安局的协助，陵水公安局在天
津市东丽区抓获涉嫌以出售口罩为由实施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魏某，并将魏某押解回海南。

据介绍，2月1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发生一
起涉疫诈骗案件，受害人余某被他人以出售口罩
为由诈骗24万元。因案情重大，且又在防疫期
间，陵水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该局刑侦大队快速
介入此案调查，经分析研判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魏某（女，天津人）。2月18日，陵水公安局赶赴
天津抓捕魏某。犯罪嫌疑人魏某到案后，经审查
深挖发现，魏某还涉嫌安徽省2起诈骗案件，涉案
总金额达4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近期，陵水公安局加大对涉及疫情违法犯罪
活动的打击力度，截至2月20日，陵水警方共破
获涉疫情刑事案件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
打击处理散布谣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
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等各类治安案件
11起，行政拘留23人。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郭彬）“APP上除了有专
门教农民养殖防疫的课程，还有一些
国内农业发展的新趋势，非常实用！”2
月18日，2019级海南省现代创业创
新青年培训班学员、白沙黎族自治县
山水花园休闲农庄负责人吴小勇在家
利用手机APP“云上智农”学习打卡。

吴小勇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
他在网上学习的情况：《池塘鱼菜共

生技术》课程进度100%，《秸秆全量
还田综合利用》课程进度100%……

“受疫情影响，我们农庄客流大
幅减少。这段时间，我一边修整家里
的鱼塘，一边充电学习。”吴小勇说，
等疫情过后，想将课上所学的“用浮
床在水上种植空心菜，水下养鱼的鱼
菜共生”方法应用到实践上，“说不定
是一个新的致富方法！”

和吴小勇一样宅在家里“云学习”

的还有“花农”傅旭坤，他在临高、儋州
种植了100多亩香水莲花。“最近几天
连续低温，我在‘云上智农’APP和‘田
课在线’APP上关注一些防低温的种
植莲花技巧，活学活用。”

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贯彻落实我省“三农”领域

“一抗三保”工作部署，通过农民教育培
训保生产、保增收，该中心一手发动广
大农民学员抓防疫、一手组织农民学员

线上充电学习保生产。“我们充分利用
‘云上智农’农业在线教育服务平台、
‘田课在线’学习系统及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等，组织2019级现代创业创新青
年培训班学员开展线上学习。”

据介绍，线上学习内容主要从经
营管理、政策法规、创业案例分析以及
渔林畜农生产四个方面，深入教授现
代创新农业科技，着重分享现代农业
创业创新实际案例。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利用“云上智农”等平台学农技

宅家“云学习”“疫”外收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