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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O型血紧缺！不能再拖了！
请大家帮帮这些孩子们……”2月
20日，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姚
红霞在自己的各个微信群里发出求
助信息。

求助信息里的20多名地中海
贫血症（以下简称地贫）患儿，每一
个都牵动着姚红霞的心。“有的孩子
血色素已经仅剩下2克了（正常人
血色素在11克至12克左右，地贫
患儿血色素到9克时就需要输血维
系生命），如果再输不上血，这些孩
子性命难保。”2月21日，姚红霞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显得十
分焦急。

据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
省献血人次、献血量锐减，全省700
多名地贫患儿均面临“找血难”，部

分孩子已经危及生命。
2月21日下午，在省人民医院

内科楼9楼的病房里，18岁的地贫
患者小乾（化名）刚刚输完一袋B型
血。“睡一觉，我可能就会舒服多
了。”小乾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由于
长时间没有输血，他已经连续多天
身体发热，四肢无力。

小乾的爸爸说，孩子已经 40
多天没有输血了，除了发低烧，心
脏也因为缺血受到了影响，入院时
血色素只有5克。“我真的是要急
死了，孩子输血输了18年，从来没
有像这次这么困难。”小乾的爸爸
说，省里优先照顾地贫患儿输血，
即便以往春节前后是献血淡季，但
也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紧迫。为
了给孩子找血，他到省血液中心跑
了好多趟，但都没有遇到献血者。
最终，还是找到了可以献血的亲

戚，才解了燃眉之急。
“我年轻时也是献血志愿者，后

来身体不行了，就没办法献血了。”
小乾爸爸回忆找血的过程，不禁叹
气，“疫情期间，各小区都管理严格，
大家出入受限，我真的是找遍了亲
戚朋友，太难了！”

姚红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地
贫患儿中，O型血最为紧缺，有的孩
子已经到了“生死边缘”。

省血液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期间全省献血量锐减，由于不
能组织团体献血，中心全体员工每
天通过电话招募，正想尽各种办法，
缓解用血紧迫问题。省血液中心呼
吁社会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来，通过电话预约或者
网上预约献血，也可以自行到附近
的献血点献血。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
马珂 通讯员汤颖 吴蕾）2月21日
下午4点，4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来
到省血液中心，自愿捐献血浆。经
体检和血液初筛，有两名康复患者
符合献血条件，最终两人分别捐献
血浆400毫升，共计800毫升。

这是我省第二批新冠肺炎康复

患者来到省血液中心捐献血浆。当天
捐献的血浆将经过省血液中心的检
测、病毒灭活、速冻、包装等过程，最终
用于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据
悉，第一批康复患者捐献的血浆，已经
用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疗中。

据悉，4名康复患者均从海南
省人民医院治愈出院。“我们从新闻

上看到了呼吁康复患者捐献血浆的
消息，医院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来自湖北武汉
的刘先生说，“我很幸运，得到大家
的帮助，现在康复了，但还有很多饱
受病毒折磨的同胞在等待救治，我
愿意用我的血浆去帮助他们，这是
我应该做的。”

受疫情影响，全省献血人次、献血量锐减

O型血紧缺！救救这些地贫患儿

■海口本部机采地址：海口市
秀英区美俗路16号（8:30—15:00），
电话：68656279

■海口明珠广场献血屋地址：
海口市海秀东路 16 号明珠广场前
（9:00—18:00），电话：18907576116

■海口秀英献血屋地址：海口市
秀英区金鼎路9号，周一至周五（8:
00—17:30），周六、周日（8:00—11:30,
15:00—17:30），电话：68601327

■海口市人民医院爱心献血屋
地址：海口市海甸岛人民大道43号海
口市人民院1号楼西侧一楼（8:00—
11:30,14:30—17:30），电话：66264865

■海口日月广场献血点地址：
天蝎座西六楼前邻大英山西三路，
周六、周日（10:30—17:00）

■三亚明珠广场献血屋地址：
三亚市解放路明珠广场（8:30—18:
30），电话：88655279

■儋州爱心献血屋地址：儋州市
那大兰洋北路 111 号夏日广场（8:
30—12:00 15:00—18:30），电 话 ：
23588390

■琼海爱心献血屋地址：琼海
市东风路宝真商业广场（8:30-12:
00 14:30—18:00），电话：62817621

■东方爱心献血屋地址：东方

市东府路万福隆商厦 74、75 号（8:
00—12:00 15:00—18:00），电 话 ：
25518990

■文昌爱心献血屋地址：文昌
市文城镇东风路40号（文昌公园对
面）（8:00—12:00 14:30—17:30），电
话：63382507

■万宁爱心献血屋地址：万宁
市人民医院西门（8:00—12:00 14:
30—17:30），电话：62230959

■屯昌爱心献血屋地址：屯昌县
文化路金昌茗苑小区临街14号铺面
（水泵厂路口正对面）（8:00—12:00
14:30—17:30），电话：67837810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崔善红 赵睿 黄少玲）故
意隐瞒接触史、砍伤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殴打小区值班保安、在公共场所起
哄闹事扰乱公共秩序，疫情防控期间，
这些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2月
21日，东方市法院、三亚市城郊人民
法院、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对5起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进
行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东方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公开开庭
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张某智犯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一案，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
智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据悉，今年1月29日，张某
智与妻子乘坐动车从东方市到海南省
人民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张某智拒绝执行卫生防
疫机关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
和控制措施，致使与其密切接触的19
名医护人员被隔离观察，与其同属一
诊疗空间的50人被居家隔离观察，其
居住的东方市山海湾小区被封闭管
控，严重妨害了海南省和东方市的疫
情防控工作。

东方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一起涉疫情妨害公务罪案件，依法判
处被告人杨某利犯妨害公务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经审理查明，
2月13日 13时许，东方市那等村村
干部吉某志向韩某海反映杨某利经
营的小卖部内有人聚集打麻将，韩某
海便立即赶往该处，发现村民赵某
女、杨某云、符某梅、陆某公等人在小

卖部内打麻将，文某初、符某金等人
在旁围观。在韩某海用手机对小卖
部人员聚集情况进行拍照并打电话
向派出所举报时，杨某利持一把山刀
从小卖部冲出来砍伤韩某海左肩
部。经鉴定，韩某海左肩部的损伤评
定为轻微伤。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一起涉疫情防控案件，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被告人邓某瀚有期徒刑两年，缓
刑三年。据悉，1月28日22时许，邓
某瀚饮酒后与其妻子欲出入小区，因
二人未携带小区门禁卡，值班人员符
某便按照通知要求进行排查。邓某
瀚认为符某有意刁难，便强行进入保
安亭辱骂符某。该小区保安队长苏
某闻讯赶来对邓某瀚称疫情严重要

求其不要闹事，邓某瀚不但未听劝阻
反而摘下口罩对二人面部吹气，并挥
拳击打了苏某额头部位。苏某见状
当即将邓某瀚按倒在保安亭内，与符
某以及闻讯赶来的保安员陈某一同
对邓某瀚实施控制。邓某瀚被按倒
后拒不配合，极力挣扎，期间挥拳踢
脚将三人打伤。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一宗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并
当场宣判。被告人许某因犯寻衅滋
事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经
审理查明，被告人许某曾因犯罪、吸
食毒品等原因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过，为泄愤报复，在疫情防控期间，
许某曾在酒后先后向三亚市委、市
政府以及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友

谊派出所和新居派出所、解放军某
部医院内投掷啤酒瓶，造成极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吉某明、吉某
积犯妨害公务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法院审理查明，2月1日晚，
被告人吉某明、吉某积酒后驾驶电动
车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返回白
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当途经王琴村
防疫点时被工作人员拦下并要求其
测量体温、登记身份信息。在被工作
人员要求回家取身份证后，吉某明对
工作人员进行辱骂。期间，现场干警
上前进行劝说，但二被告人仍然不听
劝告，并与特警队员发生肢体冲突，
致一名特警队员轻微伤。

我省法院公开宣判5起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

拒绝执行预防控制措施，致使19名医护人员被隔离观察

东方一男子获刑一年

我省4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自愿捐献血浆

共抗疫情“浆”爱点燃

热点问题

专家咨询类82件，上升1%

政策咨询类703件，上升19%

防控类热点问题4178件，上升2%

2月20日17时⬇
至2月21日17时

热线接件

4963件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2345专家服务热线一日小结

人员聚集存在交叉感染隐患问题

因封路封村引发的交通及物流不畅问题

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文小菊）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海南社会各界爱心如潮。据
省慈善总会统计，截至2月21日15
时，省慈善总会共接收慈善款物折合
1668.74万元。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捐赠

者意愿，把所有慈善款物用于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施以
更多援手，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

据了解，省慈善总会共接收善款
961.32 万元，已支出善款 831.6 万
元，占总接收善款的87%，共接收物
资折价707.42万元，已全部拨付。

本报椰林2月21日电（记者梁
君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近日，全国人
大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
村党总支部书记陈飘，向部分住琼全
国人大代表提出收购海南贫困户瓜
菜驰援湖北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
积极响应。

据悉，杨莹、廖虹宇、韩金光、刘

平、王书茂、符小琴、陈飘等7位住
琼全国人大代表，捐助资金8万多
元，采购了 40万斤豆角、冬瓜、辣
椒、西瓜、哈密瓜等当季瓜菜。2月
18日，这批瓜菜跟随陵水第二批驰
援湖北孝感的冬季瓜菜爱心车队出
发，并于2月 20日顺利运抵，交付
给当地相关部门。

爱心驰援

省慈善总会

接收款物1668.74万元

住琼全国人大代表

认购贫困户瓜菜驰援孝感

假卖口罩实施诈骗
海口警方抓获8人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陈烽）2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获
悉，近日海口警方连续破获两起借疫情以卖口罩
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共抓获8名嫌疑人，当场缴
获一批手机、银行卡等涉案物品。

2月20日，海口龙华警方接到举报线索称，某
网络平台有人借贩卖口罩的名义实施诈骗，警方
迅速出击，不到4个小时，在海口市某酒店将涉案
嫌疑人林某航抓获，并一同抓获郭某妹、王某欣、
蔡某波等3名嫌疑人。

经了解，嫌疑人林某航因好赌导致经济拮据，
从而萌生利用虚假贩卖口罩进行诈骗的想法。林
某航在网上收集口罩销售相关图片后，通过将图
片编辑成视频发布到某自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并
实施诈骗。因被举报，其收款的账号被冻结后，林
某航转而鼓动郭某妹、王某欣、蔡某波提供各自的
收款账号（支付二维码）共同实施诈骗，并约定平
分诈骗所得。据统计，林某航等4人共计诈骗人
民币3000余元，涉及受害人员7人。目前该案在
进一步侦办中。

海口警方还于2月17日破获一起同样利用
网络发布贩卖口罩虚假信息实施诈骗案，抓获蔡
某宁等4名犯罪嫌疑人。

海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购买
口罩、酒精、消毒液、体温枪等防疫用品，务必到正
规购物网站进行选购，不要直接向私人账户转账，
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拨打110或到就近公安机
关报警。

驾驶车辆强行冲卡
东方一男子被拘留

本报八所2月21日电（记者张文君）东方一
男子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执勤人员的工作，
驾车强行冲卡点，被行政拘留。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2月20日从东方市公安局获悉的。

2 月 17 日 16 时许，黄某轩驾驶牌号为粤
SZF006的小轿车经过225国道疫情防控执勤点
时，拒不配合执勤人员的工作，拒绝测量体温及提
供务工证明，强行冲卡点。

据了解，225国道疫情防控执勤点设立在东
方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交界处，由东方市板桥镇
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等单位部
门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面对黄某轩的不配合，
当班民警立马上报东方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黄某
轩驾驶的车辆在距离卡点3公里处被拦截。经审
查，黄某轩涉嫌拒不执行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决
定、命令。经东方市公安局批准，依法对黄某轩处
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从昨日起

三亚餐饮店主
自行确定恢复营业时间

本报三亚2月21日电（记者徐慧玲）2月2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该局发布了《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餐饮经营单位复工复产有关工作的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称，从2月21日起，三亚餐
饮经营业主可自行确定恢复营业时间。

《通告》指出，三亚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格履行
主体责任，证照齐全，从业人员需持有效健康证
明。每天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
记录，凡体温超过37.3℃以上的一律不得参与经
营活动，从业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佩戴口罩上岗。

《通告》要求，三亚餐饮服务单位要做好经
营场所“搬家式大扫除”并彻底消毒，落实餐厨
废弃物处置制度。严禁经营野生动物和来源不
明的动物产品，严禁在餐饮服务场所饲养、宰杀
活体畜禽。同时，三亚餐饮服务单位要提醒顾
客入店必须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对未佩戴口
罩、有发热或咳嗽症状人员要进行劝阻。提倡
一桌一客，面向同一个方向就餐，用餐时不交
谈。做好宣传，推进“公筷行动”。三亚鼓励餐
饮经营主体进行外卖配送，配送人员必须佩戴
好口罩，加强个人防护，加大配送容器、配送车
辆等清洗消毒频次。

海南商会协会

101吨助农物资驰援荆州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康景林)2 月 21
日下午，“海南商会协会对口支援
湖北荆州——爱心捐赠助力脱贫
攻坚活动”发车仪式在海口新海港
码头举行。

此次爱心捐赠活动由海南省工
商联联合南海网、海南爱心扶贫网、
海南农垦商贸物流集团、省非公经济

组织综合党委，组织海南潮商（海南
省潮汕商会，海南省潮商经济促进
会，海南省潮青会）、海南良知文化教
育基金会、海南省建筑节能协会、海
南省茂名商会、海南省宣城商会，先
期采购了一批价值180多万元的水
产品、禽肉、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共
101吨，送往海南对口支援的湖北荆
州及周边市县抗疫一线。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陈
蔚林）日前，当得知海南驰援湖北的
医护人员防护物资紧缺时，海南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海经贸)向
师生发出捐款倡议，短短7天就募得
爱心款26万余元。

刘和见是一位美籍华人，在海经
贸担任外教。收到倡议书后，他主动
找到学院奉献爱心：“我被全中国团
结起来抗击疫情的精神所感动，也被
这样的精神所折服！一个国家能在
这样的突发事件中迅速团结起来，就

不仅会战胜疫情，还会更加强大！”
“我把倡议书转发到退休支部和

退休教职工群后，才一会儿就有8位
退休党员和职工捐款1500元。”海经
贸关工委主任徐光炜说。

在大家的积极响应下，此次募捐
共募得爱心款26万余元，其中教职
工捐款10万余元，学生捐款15万余
元。善款已于2月19日汇入海南医
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海南
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驰援湖北医护
人员的防护物资采购。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发动师生捐款26万余元

本报椰林2月21日电（记者梁
君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 通讯员陈冰）
2月21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驰
援湖北的第三批当季瓜菜，在该县润
达现代农业产业园完成装车，将集中

发往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本次捐赠瓜菜共210吨，主要有

豆角、冬瓜、辣椒、苦瓜、圣女果、西瓜
等品种。这批瓜菜送达湖北黄石后，
将第一时间交付给当地相关部门。

陵水

210吨当季瓜菜发车黄石

全省献血地点及预约电话

投诉焦点

2月21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地中海贫血症患者住院接受输血治疗。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商会协会组织采购的101吨爱心助农产品在海口发车前往湖北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