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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2月 21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位
于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的海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12345专家服务热线（以下
简称省防疫专家服务热线）专区，听见
接电话的人声不绝于耳，间歇还能听到
笔尖在纸面书写的摩擦声。据悉，自2
月13日8时开通以来，至2月21日16
时，省防疫专家服务热线累计接件近4
万件。

专家接线热心专心

“除了胸闷之外，您还有其他不适
吗”“您可以在室内做做操、打扫打扫卫
生，转移一下注意力，避免过于焦
虑”……

11时50分，虽然午饭已经送到，
但群众来电络绎不绝，值班专家们根本
离不开座位。12时30分，“饭凉了，大
家快吃吧！”话务员冲专家们招呼道。

“好咧！”虽然嘴里应着，但有些专家依
然被群众来电“粘”在了椅子上。为避
免错过群众来电，专家们选择轮流吃午
饭，以便座席上随时有人在线。

“省防疫专家服务热线开通以来，
几乎每天的接件量都有大约5000件。”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值班专家之
一陈仕学介绍。

“随着时间推移，群众的咨询内容
有了一定的变化。”省防疫专家服务热
线一名工作人员说，随着宣传力度的
加大，群众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新冠肺
炎知识，因此近日这方面的咨询量有
所下降。与此同时，复工复学方面的
政策咨询电话量有所上升。

群众反馈暖心安心

“谢谢您，我知道该怎么办了。”13
时许，和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治
医师、值班专家闫雪通话20多分钟后，
一位男士挂断了电话。

该男士曾接触过一位被确诊感染
新冠肺炎的病例，自述近日出现了心
悸、心慌症状。“您虽然有接触史，但目
前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而且这期间您
也自觉隔离，没再接触过其他人，基本
可以排除被感染的可能。”经过进一步
询问，闫雪初步掌握了该男士的流行病
学史和基本症状，安慰该男士，心悸可
能是因为过于关注疫情信息，心理暗示
作用导致“癔症”，只要放松心情，症状
应该会逐步消失。

对病毒的恐慌和长时间居家，导致
不少人产生了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专
业知识的防疫专家成了他们最好的倾
听者和开导者。

“医生，你下回值班是啥时候？我
还想跟你聊天。今天跟你聊了几十分
钟，我感觉畅快多了。”2月21日上午，
在通话即将挂断时，一位因店铺无法开
业而心生焦虑的商户犹豫了几秒，小心
翼翼地问道。电话这头，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毕超爽快地说：“我明天这个时
间点还来，欢迎来找我聊天。”

“这段特殊时期，大家确实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毕超说，“我们希望通过

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大家排解负面情
绪，调整心态，共同战胜疫情。”

政府决策贴近民心

“今日电话反映人员聚集存在交叉
感染隐患问题共计113件，较昨日增长
303.57%……建议政府行业主管部门
加强对景区、商场等人员易集中区域进
行检查指导。”2月21日下午，一份当
日的《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服
务热线简报》印发至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各工作小组。虽然只有
薄薄几页纸，却有数据、有分析、有建
议。简报梳理出的问题，有关部门积极
对接处理。

“店里刚复工那些天，消毒草草了
事，口罩配发也不及时，每天上班都担
惊受怕的。”在一家理发店工作的黄女
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几天前向省防
疫专家服务热线匿名投诉了这一情况，
没想到2月21日上班时，店里的防疫
措施就升级了，“场地消毒次数增加了，
公司还为我们配发了防护用品，心里踏
实多了。”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12345专家服务热线日均接件5000件

架起“连心桥”为民开“心方”
关注12345专家服务热线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要求，着
力发现掌握、提拔使用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根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
定，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曾昭长，男，1974年3月出生，海
南文昌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在职
医学硕士学位，主任医师，1997年9月
参加工作，200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党委委员、应急办公室主任、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副处级），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计划财务处处
长（正处级），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处
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
控制处处长；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挂职）；海口市卫
生局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局长，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现任海南省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兼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专家组组长，拟任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
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
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
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
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0年2月24日至28
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
（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
部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0年2月21日

公 告

随着我省健康一码通系统的正式上线和迅速普及，绿色码已经
成为一个自己安心、家人省心、他人放心的通行标识。“码”上相逢无
纸笔，正在成为疫情防控期间人们互报平安的独特方式。这一数字
化防疫手段不仅提升了精准防控、动态防控、科学防控疫情的水平，还
为最大程度恢复人们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自主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撑。

疫情防控，关键在精准。如果说疫情分区分级管理是做好对
不同“地区”的精准防控，那么健康码则提供了实现对不同“人群”
精准防控的依据。静中有动，方能不失生机活力。目前疫情蔓延
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如何让“静”了一段时间的人们安全地“动”起
来，这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和企业复工复产需求面临的新问
题。“动”并不难，关键是精准识别“动”的范围和可以“动”的人群。
健康码通过绿、黄、红三色，依据疫情扩散风险的不同程度将人群分
类标识，赋予不存在疫情扩散风险的人们“动”的自主活动空间。同
时疫情防控系统还通过健康登记、返岗登记、医药登记、通行登记、疫
情举报及发热门诊登记、医学观察登记等场景功能实现对健康码的
动态调整，及时排查潜在风险，为精准防控疫情提供便利。

防控不放松，一“码”可先行。持有绿色码的人们逛街乘车心不
慌，返岗复工有底气，这就大大降低了所有人“静”下来的社会成本，
能够有效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也正是我省从业人员
密集、涉及面较广的几类行业。这些行业的恢复运行离不开人员流
动，健康码则为实现更便捷的人员流动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健康
码还可以简化返岗复工者的健康检测流程，提高企业复工复产的效
率，为统筹疫情防控、保障居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经济增长动力、社会发展活力。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也体现着科技创新之
智、社会治理之道。疫情防控的复杂形势及复工复产的现实需要迫
切要求一个便捷、实时反映人们健康情况的工具出现。健康码便是
大数据技术与这一要求相结合的产物。近年来，海南在数字经济、互
联网产业、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等方面发展迅速，腾讯、阿里巴巴、百
度等国内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海南。这也为健康码在海南的快速应
用及普及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基于健康码的精准防控，根本上是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反映。面对问题不搞“一刀切”，在分类中实现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健康码的开发应用给我们的启示。

透过小小的健康码，我们已经看到大数据技术崭露头角。感
受到“码”上防控的便利之后，“码”上出发，进一步深化大数据与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融合，让群众享受智能化、便利化的生
活，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海南自
贸港建设，做到这些，海南定能一“码”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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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伦

“这边是包裹分类区，麻烦您按照
箩筐上的标注放好包裹，并留下业主的
联系方式。”“您这些生鲜放在这边，我
们马上安排车送上去……”

2月21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博桂
社区江畔人家小区的大门口前，13名
来自“云开见日”社团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戴着小红帽、身披红马甲来回
穿梭将一个个包裹、一袋袋蔬菜等物品
贴上标签并放到相应楼栋的箩筐里。
一辆电瓶车从小区内驶出，志愿者们又
立马忙着将箩筐里物品按楼栋号搬运
上车，跟随小区保安将物品送至小区内
各单元。

因小区内有住户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患者，2月10日12时，江畔人家小区
实行封闭管理。为做好该小区22栋楼
40个单元、3000多名居民的后勤保障
工作，当天“云开见日”社团13名志愿
者来到该小区，开始协助社区网格员、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做好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志愿者们及时收集业主的相关
需求，帮助他们采购、运送生活必需、急
需的物资，并开展心理疏导。

“封闭后两天内，我们13人每天共
计要搬运约4万件物品，大家累到腰都
直不起来。”“云开见日”社团负责人杨
海荣说，小区封闭管理之后，外卖、快
递、住户亲友送来的物品均只能送到小
区大门口，业主不允许走出小区。住户
怕封闭期间生活物资不够用，通过网络
平台大量购物。手提肩扛，每天从8时
30分干到22时，连续两天，8万多件物
品硬是被他们13人全部送到各单元入
口处。

“8万多件物品，每件都要按照住户

楼栋号贴好标签，然后搬上电瓶车，再从
电瓶车上搬下来。”回忆起刚来江畔人家
小区当志愿者的经历，杨海荣说：“这项
工作很苦，但大家都在咬牙坚持。”

好在小区封闭管理两天后，住户的
恐慌情绪得到了缓解，购买的物品也少
了不少。“从2月12日至今，每天运送
量大概2万件。”杨海荣说，业主的物品
很多并不轻，有整箱的矿泉水、可乐，有
小电器，甚至有冰箱等家电，即使志愿
者队伍中块头大的男生，也经常需要在

小区保安的协助下才能将物品送到各
个单元。

除了搬运物品，13名志愿者还经
常帮业主“跑腿”。“您好，我家人出现过
敏性皮疹，需要用这种药品。”2月14
日，江畔人家小区的一个业主在群里发
了一条信息和一张图片，当过10多年
护士的杨海荣判断，这位业主的家人可
能得了荨麻疹。她二话不说，骑上小电
驴，辗转6家药店，终于将药买到手。
这类“跑腿”的活，不仅杨海荣在干，其

他志愿者每天也要干两三次。
这支志愿者队伍中，有老师、有个

体户、有在校学生。他们不计报酬卖力
为小区业主服务，吃午饭都是各自叫外
卖解决。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一起，一起
加油！”为了让小区内住户们安心居家
隔离，杨海荣和志愿者们经常将这句话
发到江畔人家小区业主群内，给他们打
气，获得业主们满屏的点赞。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海口江畔人家小区封闭管理后，13名志愿者每天为业主运送生活物资2万件

小区来了支红色“运输队”

2月21日，海口市琼山区江畔人家小区门口，“云开见日”社团志愿者在收集分类业主的包裹等物品。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伦 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潘志勇

“年后我们就准时来上班了，农场
给我们发了口罩，上班前消毒双手，一
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100元的工资。”
2月21日，万宁市南桥镇桥南村贫困
村民正道川在海南四方种养业观光休
闲家庭农场给百香果施肥，农场离他家
只有3公里，“在疫情特殊时期，我们还
能一边在家门口挣钱一边照顾家里的
老人，真好！”

2月10日，为防范因疫情可能导
致的返贫，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出台《海南省抗疫情、保
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施》。连日来，
各市县通过摸底排查，出台相关政策
发动本地企业、合作社等开发一批就
地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开发一批公益
性岗位，促进贫困群众就业，确保贫困
群众增收。

政企多举措激励贫困户务工

“我们公司2月18日已经复产！”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公司已吸纳200名贫困户
劳动力就业，其中的大多数已返岗。“不

仅如此，我们还推出激励措施，鼓励贫
困群众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来口味王
上班。如成功推荐1人来上班，3个月
内推荐者可分批次获得奖励400元到
800元。此外，万宁市政府部门也出台
返岗奖补政策，疫期务工每人每天补贴
30元！我们希望能调动贫困群众的就
业积极性！”

海南四方种养业观光休闲家庭农
场负责人谢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
前桥南村已有61户 237人与农场签
订协议书，11名贫困户劳动力长期在
农场务工。“农场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主，疫情发生后，农场优先安排贫困群
众上班。”谢烽说，贫困村民除了可以
在农场就业，还可以按照农场统一发
放种苗及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
回收农产品的模式，利用空闲时间在
家种植百香果、辣椒，“有的贫困群众
勤快，能有双份收入，今年脱贫肯定
没问题！”

儋州市扶贫办主任林春晓介绍，儋
州目前已有78家农业企业吸纳1478名
本地农民务工，不少贫困劳动力已找
到工作。比如，海南金通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复工后吸纳贫困劳动力30名。

东方多部门联合，积极发动本地

用工企业、农业基地、项目工地等实体
开发了一批就业岗位，优先招聘贫困
户劳动力。此外，琼海出台相关政策，
对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企业、合作
社进行一次性奖励补贴2万到8万元
不等。

开发公益性专岗促增收

除了鼓励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我省多个市县还开发一批公益岗位，优
先安排因疫情暂时不能外出务工的贫
困劳动力就业。

儋州和庆镇新村的脱贫村民陈伯
良，从1月27日起一直在村口卡点值
守，登记外村人身份证号码、测体温，他
每天拿到的工钱是100元。

林春晓介绍，儋州已安排2659名
贫困劳动力1.57万余人次参与防疫巡
查及卡点值守工作。截至2月15日，
人均增收约1100元。“我们积极开发公
益性岗位促进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如就业扶贫特设岗位聘用贫困劳动力
1205人、护绿员专岗聘用贫困劳动力
1112人。下一步，还将结合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开发防疫员、消杀员等公益性
专岗。”

另据了解，目前，文昌市已印发
《关于开发疫情防控扶贫公益岗位的
通知》，该市17个镇共安排513名贫
困群众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每人每月
将发放1000元。海口安排受疫情影
响就业的575户贫困户通过就近就地
务工、开发疫情防控公益性岗位、扩大
养殖规模等方式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澄迈安排1635名贫困村民参与疫情
防控，每人每天补贴200元。陵水各
乡镇也根据实际情况，开发疫情防控
扶贫公益岗位，共有1214名贫困村民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防疫期间，如何把贫困户务工的
问题解决好，对保增收、防返贫至关重
要。”省扶贫办主任孟励表示，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收官之年，我省要巩固已取得的
近64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脱贫的
成果，同时要确保剩余的491名贫困
群众脱贫。接下来，我省将建立监测
预警体系，对可能返贫的人员进行动
态管理，在资金方面也将向产业就业
和防疫情、稳增收、防返贫倾斜，国定
贫困县可整合涉农资金用于以工代赈
项目。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我省多市县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政企联手出实招 贫困户务工有门路

◀上接A01版
不要过度防护，浪费紧张的防护物资，要
提高防护物资使用效率，做到科学防护、
精准防控。

沈晓明强调，要高度重视做好监
狱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将监狱系统纳

入到目前的疫情防控指挥防控体系，
切实加强监狱系统民警和监狱内部
各类工作人员管理，进出物品严格消
毒，进出人员严格管控，确保万无一
失。

王路、倪强参加会议。

将发热门诊患者百分之百纳入健康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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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近日我省疫情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三亚自2月12日16时以来，已连续
8天新增确诊病例为零。

对于海南当前的疫情形势，李兰娟表
示，要判断疫情拐点是否来临，还得看有
没有新发病的病人，如果不再出现新发病
病人，就表示海南迎来了疫情拐点，她同
时也强调，“海南对疫情的控制已经做得
非常好了，要继续保持，千万不能麻痹大
意。”

李兰娟表示，疫情形势稳定可控为
海南推动复工复产营造了有利条件，但
在推动复工复产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各
单位、企业复工前应当对员工进行全面
排查，重点做好流行病学史调查，做到对
每一名员工的健康状况心中有数，确保

每一名复工员工的健康，“复工复产不能
落下，疫情防控也要做到位，可以利用信
息化技术和大数据调查加强疫情防控。
在全国疫情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海南应
当保持警惕。”

作为博鳌超级医院的院长，李兰娟表
示，疫情出现后，超级医院积极为患者提
供互联网诊疗服务，下一步也将抓紧复工
开诊，更加努力做好服务，同时也将积极
与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及国内外药械厂商
开展合作，引进更多国际先进的药械、技
术，服务好患者，加快推动临床科技成果
转化，发挥超级医院的作用。

李兰娟对海南持续派出医护人员支
援疫区表示赞赏，并向乐城先行区支援荆
州的17位医护人员表示慰问，她提醒前
往疫区的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的同时要
做好自身防护，保护好自己。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点赞海南疫情防控

◀上接A01版
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按照“全省一
盘棋、全岛同城化”要求合理布局，完善住
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不断满足保障型、改
善型住房需求。要坚持“一城一策”，强化
考核问责，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售房购
房行为，确保政策执行公开公平公正。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自贸区（港）2020
年先导性项目建议》，要求与2020年园区建
设等各项工作相衔接，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主
体责任，逐项抓好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委深改委 省委自
贸区（港）工委2019年工作总结报告》和
《港澳台地区专业人才在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执业管理办法》。

坚持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