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万城2月23日电（记者袁
宇）2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
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打赢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万宁连日
来扎实推进对重点场所及疫点的消
杀作业，已累积消毒约154万平方米。

为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万宁
近日组织人员对万城镇城区背街小巷
等重点场所进行消杀作业，并增加了
消杀频次遏制病毒传播，保障市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万

宁市疾控中心也通过出动专门人员、
车辆及装备，对疫点进行全面消毒消
杀确保群众健康。万宁市卫健委及卫
生监督部门也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公
共场所等进行检查，并针对不足出具
整改意见书，督促整改落实。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做好
消毒消杀工作，并对重点地方重点区
域加大消杀频率与力度，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万宁扎实消杀遏止病毒传播
本报那大2月23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动员市民广
泛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督促指导16个
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严格防范
新冠肺炎疫情。从1月24日至2月23
日，全市累计发动14万余人次整治城
乡环境卫生，清理9865处卫生死角、
清运垃圾23973.61吨、清理病媒生物
滋生地8849处。这是海南日报记者2
月23日从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儋州在科学评估、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基础上，结合百镇千村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组织
农民群众参与村庄保洁等项目，有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目前，儋州已在16个乡镇持续整
治乡村人居环境，同时做好了市区居
民小区环境卫生，保证小区居民的身
体健康，做好疫情防控。

近期，儋州还将安排7124.9万元
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带动农民就近务工。

儋州14万余人次整治环境卫生

本报石碌2月23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2 月 23日，
在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阻击战的同时，昌江黎族自治县着
力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助力
疫情防控和全县“创文”工作。

2 月 23 日下午，昌江石碌镇城
北社区组织 20 名志愿者对各小区
环境卫生进行“大扫除、大消毒”。
志愿者对小区内楼道乱张贴、乱堆放
以及绿化带等卫生死角的垃圾进行

了集中清理，并全面清洗垃圾桶、小
区主干道和垃圾堆放点，减少灰尘污
染、提高空气质量，为居民营造舒适
宜居的生活环境。

据了解，从本月24日开始，石碌
镇将在全镇范围开展春季爱国卫生
运动，要求重点做好村庄内生活垃
圾、村内塘沟、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的清理，改变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的不良习惯，着力解决农村人
居环境脏乱差难题。

昌江开展环境整治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黄

祥 实习生陈宋釜）“我们坚持每日检
查指导消杀工作，对农贸市场、超市
等场所实行严格的消杀制度。”日前，
定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疾控中心等
部门联合组织专业消杀人员，对该县
多个农贸市场进行全面消杀。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打响以来，定安市监局严格落实
定安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各项指令，成立8个督导组持续带

队对辖区内的农贸市场、药店、餐饮
店等经营户进行检查指导，坚决禁止
市场活禽销售、宰杀等行为，严厉打
击各类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行
为，确保食品药品质量安全。

定安还在全县超市、酒店、农贸
市场等地方组织播放疫情防控宣传
录音并悬挂防疫横幅，提高广大群众
的防疫意识。同时该县严格监管菜
价，确保防疫期间定安“菜篮子”市场
保供稳价，满足市民日常消费需求。

定安多举措保市场安全稳定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的决策部署，助力打好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本报今起推出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专栏，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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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

三亚基层工作者、志愿者、居民代表等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齐心做防疫 把好卫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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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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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海口市水巷口人群聚集的视频在朋友圈流传。通
过视频，可以看到水巷口电动车扎堆，行人戴着口罩，拎着购物袋，
人挤人人挨人。在疫情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场
景令人十分担忧。

如海口水巷口这种人群聚集的情况在全国多地见诸报端。疫
情尚未结束，为何如此麻痹大意？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目前
疫情防控显现阶段性成效，全国十几个省市连续几天新增确诊病
例都为零，有些人因此产生“松一口气”的想法，认为出去一次不影
响大局；二是随着各地有序复工复产，不少商店、餐厅陆续开张，有
些人在家里太久，忍不住了，急于出去走走。这虽然是人之常情，
但如果就此放松警惕，就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前疫情防控局
势，还远没有到我们松一口气的时候。

众所周知，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时间长，随着全国各地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回流人员日渐增多，防疫形势也将
更加严峻复杂。据海南省卫健委22日发布的风险提示显示，近期
海南本地感染病例占比较高，疫情由输入为主已发展为以本地感
染发病为主。本地疫情集中在前期报告病例较多的市县，也不排
除发生新的疫点。疫情防控工作随时处于动态变化中，任何一个
环节失守，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在这时候，全社会都应提高警
惕，不能因为麻痹大意误了大局。

因此，我们一定要科学把握防控形势、清醒认识风险隐患，绝不
能有丝毫松懈。对待防疫工作，要一如既往坚持严密防控，不放过
任何一个薄弱环节和工作短板，抓好抓细每一个环节，抓严抓实每
一项举措。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分区分级的防控措施，加强城乡社
区网格化管理，加快疫情防控信息收集、分析和问题反馈，用好健康
码，做到精准、有效防控；一方面，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复工
复产，例如工作环境要彻底消毒，口罩要备足，尽量错锋上班，灵活
排班，禁止聚会和聚餐，减少聚集，严格执行分餐制，加强通风等，最
大限度减少聚集性传播风险，还要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出预案，让
防疫不留死角，不落下一人。对我们个人而言，也要继续保持高度
警惕，做好个人防护，不聚餐不聚集，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负责。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前一个阶段战疫成果是
大家共同努力换来的，还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珍惜、保持、巩固。
当前，我们决不能有松劲懈怠的念头、畏难厌战的情绪、盲目乐观
的想法，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防控工作，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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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马珂）
2月23日，海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十七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发布会

通报，根据目前疫情防控的形势来看，海
南各级各类学校开学时间尚待确定，具体
何时开学将在开学前18天另行通知。

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学时间待定
具体开学时间将提前18天通知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马珂）
2月23日，海南省人民医院2名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经过积极救治、细心护
理，已顺利康复出院。

患者资料如下：
陈某某，女，64岁，湖北武汉人，因疑

似新冠肺炎于1月20日收治住院，1月
22日确诊为新冠肺炎。

邓某，男，70岁，湖北武汉人，赴琼后
于海口市兵工大酒店隔离观察期间发病，
确诊为新冠肺炎。

两名患者入院后给予抗病毒、提高

免疫力、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内环境稳
态等治疗，体温已连续正常3天以上，呼
吸道症状明显改善。复查胸部CT提示
肺部病灶吸收好转，核酸检测连续两次
均为阴性，符合国家第六版诊疗方案出
院标准。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出院
患者随访及管理工作，海南省人民医院制
定了出院患者随访工作方案。从患者出
院当日起至出院后12周，分3个阶段进
行随访工作，内容包括每日电话随访、定
期专人运送药品、返院复查等。

省人民医院
新增2名新冠肺炎出院患者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这里有不少废弃的塑料袋、落
叶、饮料瓶，得赶紧清理。”2月23日
下午，在三亚市天涯区场站社区，社区
党员先锋队成员、志愿者、物业工作人
员以及居民代表总动员，对辖区的街
道、文化室等公共区域以及居民门前庭
院的卫生死角开展“大扫除、大消毒”。

这群“清洁卫士”分别身着“红马
甲”“蓝马甲”，戴紧口罩和帽子，提着
扫帚和畚箕，把草坪、街道上的落叶纸
屑清扫一净。在领海小区内，居民代
表和志愿者戴上一次性手套，用抹布
蘸上清洁剂，拎起消毒喷雾器，猫着腰
仔细擦洗栏杆、扶手和小区内的健身
器材。

在这支近30人的环境卫生整治
小分队中，一位头发花白、身形精瘦的
老人正在认真清扫马路，在人群中十
分显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和孙子都没出门，儿子和儿媳妇在三
亚市中心医院上班。”73岁的陈鸿姑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已有54年党
龄，昨天得知区里要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行动，她主动请缨，“疫情当前，作为
一名老党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应
该的。”

不一会，环卫车“呼呼”驶来，环卫
工人简兴芳和志愿者们将十余袋垃圾
清理、装车、运走，社区街道看上去一
尘不染、焕然一新。

家住领海小区的居民张杰细心
发现，这些“清洁卫士”不仅是在自己
的社区开展大扫除，商场、中小餐饮
店、车站等公共区域也都出现了他们
的身影。

事实上，不仅在城市，三亚的各
个乡村也掀起了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的热潮。

“2月22日，村委会工作人员、乡
村振兴工作队员、网格员和村民代表
共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
动。”三亚市吉阳区六盘村村民周亚兰
望着自家干净的庭院，心情格外舒畅，

“村里的主要道路、村民房前屋后、卫
生死角等地的垃圾都清理干净了！”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入了新
阶段，复工复产有序开展，为响应三
亚市委、市政府开展‘爱国、爱海南、
爱家乡、爱社区、爱家庭’卫生健康大
行动的号召，全力消除疫情传播途
径，打造干净、整洁、卫生的市容环
境，从2月22日开始，我们组织开展
了以机关单位、家庭院落和公共场所
卫生为主的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三
亚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以此次活动作为起点，三亚将
每周六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从个人、家庭、社区到单位，共同守好
疫情防控卫生关，营造全社会重视公
共卫生、参与疾病防控、提升健康素
养的良好氛围。

据悉，2月22日，三亚各区、育才
生态区累计5580户家庭参与了家庭
卫生大扫除活动。

（本报三亚2月23日电）

本报海口 2 月 23 日讯 （记 者 马
珂）省卫健委发布，截至 2 月 23 日
24 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人数 168 例，住院人数 57 例，重症
人数 6 例，死亡人数 5 例，出院人数
106 例。

截至2月23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 2月 23日讯 （记者马
珂）2月23日，海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第十七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阳江农场医院医生杜显
圣不幸染新冠肺炎，经抢救无效病逝。

杜显圣，男，55岁，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黎母山镇阳江农场24队人，为
阳江农场医院医生，于1月18日下午
工作期间出现发热、寒战、乏力、咳嗽、
头痛、肌肉酸痛、关节酸痛、气促等症

状，自行用药2天。由于病情未见好
转，杜显圣1月22日到儋州市人民医
院就诊。医院怀疑其被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1月24日采样送检，1月25日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杜显圣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随即由儋州市
人民医院转到海南省人民医院。患者
有高血压病史。流调表明，阳江农场
医院有武汉居留史家属，已全部管
控。杜显圣所有密接者检测都为阴

性，并经过了14天以上的隔离无症状
出现。杜显圣1月26日病情恶化告病
危，此后，省人民医院每天组织两次病
历讨论，并请院外远程会诊14次，包
括王辰院士、李兰娟院士、广州呼吸病
研究所黎毅敏教授，指挥部省级专家
组组织会诊6次；组织救治70余次，
其中重大抢救9次；70余名医务人员
参与治疗和抢救，采取了呼吸机辅助
治疗、气管切开、人工膜肺（ECMO）

支持心肺功能、输入康复者血浆等各
种救治措施。但由于病情恶化，经抢
救无效，杜显圣于2月 23日 12时 36
分心跳骤停，13时50分被确认去世。

救治期间，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指
示要全力救治，省长沈晓明先后3次到
医院看望病人和组织病例讨论，每天听
取病情汇报，并对抢救治疗作出指示。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杜显圣医生的
不幸去世表示哀悼。

哀悼！琼中阳江农场医院医生
不幸染新冠肺炎经抢救无效病逝

本报营根2月23日电（记者周晓
梦）噩耗传来，深深悲痛。2月23日中
午，患新冠肺炎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黎母山镇阳江农场医院医生杜显圣同
志经救治无效不幸去世。

当晚，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

沈晓明委托，副省长刘平治前往琼
中阳江农场，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
慰问杜显圣同志的家属，对杜显圣
同志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
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刘平治指出，杜显圣同志是一名长

期默默奉献、坚守岗位的医务工作者，
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而奋斗，我们对杜显圣同志表示深切
的敬意和哀悼之情。

刘平治还向其家属详细询问家中情
况，嘱咐他们一定要保重身体，生活上遇

到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组织一定会尽
力帮助解决，并叮嘱有关部门和单位对
杜显圣同志家属要多关心、多过问，及时
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切实
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
属，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省领导看望琼中阳江农场医院医生杜显圣家属

2月23日下午，在三亚市天涯区场站社区，社区党员先锋队成员、志愿者、物业以及居民代表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摄

本报海口2月 23日讯 （记者周晓
梦 特约记者朱莹莹）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该厅于2月19日紧急
拨付各市县2020年第二季度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调剂金13.66亿元，用于保障各市
县企业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据了解，此举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有

关会议精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多
措并举稳企业稳就业，确保疫情期间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为共同
做好抗击疫情工作，省财政厅将密切跟踪
减税降费等政策对全省养老保险收支情
况，及时调度资金，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
平稳运行。

我省紧急拨付养老保险调剂金13亿多元
确保疫情期间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