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快评

■■■■■ ■■■■■ ■■■■■

聚集风险高 千万别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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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珂 李艳玫 通讯员
汤颖 冯琼）2月24日，我省共有10名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经过综合诊治，符合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解除
隔离和出院标准，于当天出院。

其中，于海南省人民医院出院的有：
张某某，男，45岁，湖北人，于今年1月19
日来琼，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1月
21日收住院治疗，1月27日转负压重症
病房进一步治疗，病情平稳后于2月14
日转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丁某某，男，73
岁，湖北人，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
1月30日收住院治疗，2月1日转负压重
症病房进一步治疗，病情平稳后于2月
15日转普通病房继续治疗；费某某，男，
72岁，湖北武汉人，因腹痛伴有腹泻、恶
心、呕吐就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于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
院）和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出院的有：

江某某，女，55岁，湖北随州人，万宁市某
医院首诊，1月25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曾报病重）；
蹇某某，女，73岁，湖北荆州人，三亚市某
医院首诊，2月3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曾报病重）；陈
某某，男，66岁，湖北武汉人，三亚市某医
院首诊，2月14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谢某某，男，64
岁，湖北武汉人，三亚市某医院首诊，1月
27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治疗；严某，女，36岁，湖北武汉
人，三亚市某医院首诊，2月14日转入三
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龚某某，男，37岁，湖北荆州人，三亚市某
医院首诊，2月14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赵某某，女，
48岁，湖北武汉人，三亚市某医院首诊，2
月3日转入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治疗。

我省10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

近期热传的海口市水巷口人群
聚集的视频有了下文。据省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陈建洪回应，因为解
封出海捕鱼，2 月 23 日大量海鲜在东
门市场和大东路疏导点上市，导致购
买的群众增加，造成水巷口人群聚
集。为了吃口新鲜鱼肉，不顾大局，
扎堆聚集，让人很担忧，让一线人员

“很受伤”。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候，高密度

的人群聚集潜藏的风险难以估量。万
一人群中存在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
触者，甚至轻症感染者，将危及多少

人？这背后又将涉及多少个家庭？想
想都让人后怕。在疫情风险还未完全
消除的情况下，万不可麻痹大意，“人
从众”、扎堆聚集等危险场面决不能再
次上演。

近段时间以来，我省疫情防控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最近连续几日没
有新增确诊病例，新冠肺炎疫情风
险等级低风险地区在增加。这是令
人欣喜的好消息。然而，这样的好
消息，却被部分人错误地理解为生
活可以恢复常态，无需继续“宅”在
家里，于是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购
物、逛吃。殊不知风险无处不在，病
毒藏在暗处，只要我们一个大意轻
敌，就会给病毒留口子、钻空子，不

但害自己，还可能坑家人、坑同事、
坑朋友，给防疫工作添乱添堵，甚至
影响防控大局，使来之不易的成果
付诸东流。

确诊病例零增长，绝不意味着零风
险，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仍是当前防
控工作重点。特别是随着复工复产在
各行各业逐渐开展，人流活动频繁，不
可避免会增加风险。日前，在国内几个
地方，已先后出现数起聚集性疫情，致
使密切接触者被感染，多名同事被居家
隔离。如北京一公司的员工在饭后洗
碗时只因没带口罩和同事寒暄几句，就
导致同事“中标”。一个个病例就是一
记记沉重的警示，每个人都应当从中吸
取教训，长长记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已经复工复
产，为什么还不能正常活动呢？因为复
工复产是在周密防控、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如果防控措施不到位、依然
存在扩散风险，那就不能彻底放松、跟
风凑热闹。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当下，
还是要保持住定力，时刻做好个人防
范，保持安全距离，做到不聚集、不聚
会、不聚众性娱乐，确保将疫情传播风
险降至最低。

疫情防控的每一点成果都是用不
菲的代价换来的。进一步巩固成果、扩
大战果，才对得起我们的艰辛付出、通
力合作。再忍忍吧，再坚持坚持，我们
定能迎来一个彻彻底底的胜利，一个越
来越暖和的春天。

本报海口 2月 24日讯 （记者马
珂）2月24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十八场新闻发布会在网上举
行。据悉，经指挥部评估确认，我省又
新增文昌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为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等级低风险地区。目前来
看，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零
新增不代表零风险。

聚会聚餐或造成疫情聚
集性暴发

海南近几日确诊病例零增长，出现
一些居民降低警惕的现象，例如近日海
口水巷口出现“人挤人”现象，对此，省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陈建洪表示，水
巷口现象是因为解封出海捕鱼，大量海
鲜在东门市场和大东路疏导点上市，导
致购买的群众增加，造成聚集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海口市美兰区当天已经
采取措施进行疏散。

陈建洪提醒，我省没有新增确诊病

例，这是全省共同努力、合力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初步结果，来之不易！处
于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广大
市民朋友绝不能放松警惕，更不能麻痹
大意，仍需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巩
固保持工作成效。

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何滨表示，
由于新冠肺炎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
播，保持减少聚集、保持距离、佩戴口
罩是目前阻断疾病传播的有效手段。
由于新冠肺炎病人在潜伏期具有传染
性，即病毒携带者在无症状情况下也
具有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能力，在疫
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形下，人群
的聚集极有可能造成疫情的聚集性暴
发，甚至引发社区传播，让前期的防控
工作功亏一篑。

输入病例可能导致疫情反复

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何滨介绍，我
省确诊的168例病例中，输入性病例
112例，本地病例56例。输入性病例

中，常住湖北省98例；年龄在3月龄～
83岁之间，中位数为51岁。发病时间
最早1月13日，最晚2月17日。涉及
聚集性疫情31起。截至2月24日12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5924人，已解除
医学观察5203人，尚有721人正在接
受集中医学观察。

近期我省与全国除湖北以外省份
疫情类似，疫情在波动中持续下降，全
省近10日本地感染病例占比为91%
（10/11），疫情以本地感染发病为主。
受近期复工复产等引起人员流入和流
动增加等因素影响，不排除会从湖北以
外省份输入疫情并导致疫情反复的可
能，疫情仍将相对集中在前期报告病例
较多的市县，若防控措施不到位，2月
下旬将有可能出现疫情断续低位徘徊，
病例发现、传染源调查、密接追踪等工
作将较为复杂。

广大群众不可麻痹松懈

针对目前我省近期确诊病例减

少，出院病例增多，一些地方过于乐
观，群众有麻痹松懈情绪和表现的情
况。何滨提醒，近期海南连续几天新
冠肺炎新增病例为零，并且出院病例
逐渐增多，但仍不可松懈。

何滨表示，总体来讲，形势还不
容乐观，风险还较大程度存在。一是
复工复产人员流动量不断加大，省外
输入性疫情风险增加。二是人群中
有可能存在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者，甚至轻症感染者。三是疫情变化
仍有不确定性，存在潜在隐患。四是
广大群众防控意识有所减弱。据有
关报道，近期全国陆续复工后，发生
聚集性疫情 12 起共 500 多人被隔
离。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能
放松警惕，更不要麻痹大意，要本着
对自己、对亲人、对同事身体健康负
责任的态度，做好自身防护，不聚
集！避免聚会、聚餐和聚众娱乐活
动！勤洗手，戴口罩，保护好自己，积
极为抗击疫情出力。要做到疫情一
天不消除，口罩一日不摘除。

疫情在波动中持续下降，但不排除反复可能，公众不能麻痹松懈

疫情一天不除 口罩一日不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党中央对
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科学指
导和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采取一系列果断
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全省各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抗击疫
情工作，踊跃建言献策、捐款捐物，特别
是广大医药卫生界的委员，始终奋战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
时代政协委员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当前，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统筹做
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省委围绕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第一
时间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全省各级政
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政协
自身特色优势，坚决扛起为国履职为民尽
责的政治责任，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上当好表率：

一是在提高站位上当好表率。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最坚决最自觉的实际行
动，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见初心、见担当。

二是在建言资政上当好表率。把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
为当前政协履行职能、委员参政议政的重
要内容，聚焦疫情防控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积极献计出力、履职尽责。

三是在凝聚共识上当好表率。充分
发挥政协组织优势和委员的社会影响力，
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政策宣传，通过
主动发声、正面发声，汇聚起众志成城、攻
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四是在责任担当上当好表率。广大政
协委员要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助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展现
新时代政协委员的使命担当和亮丽风采。

五是在务求实效上当好表率。积极
推进、争取主动，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实现良好开局，在疫情防控和推进重点工
作落实上走在前列、做在实处。

六是在发挥作用上当好表率。全省
政协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
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2020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关键
之年，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
大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在全力
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中
交出合格答卷！

关于充分发挥政协优势
积极助力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定
（2020年2月24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主席会议通过）

根据我省《关于实行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
恢复的指导意见》要求，结
合地区疫情实际情况，截
至2月 24日 10时，按县
域单元，我省中风险地区
14个，低风险地区12个，
经指挥部评估确认，新增
文昌市、乐东黎族自治县
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
低风险地区。

各县域单元及功能区
要根据风险等级，严格按照
指导意见中实行分区分级
防控的要求，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有序恢复经济社
会秩序，切实保障好人民群
众生活，确保社会稳定。

我省发布新版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区域图

新增文昌乐东为低风险地区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卞艳臣 罗欢 戴辉）海南日
报记者2月24日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
悉，我省各地群众申领健康码极为踊跃，
截至24日20时，全省（含省外注册）已累
计有327.84万人领取健康码。

这也是健康码领取人数继2月23
日单日破百万后再创新高。

根据省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的部署要求，省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提出要利用好“健康一码通”，
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我省各社区、村庄、单位将继续做
好人员健康监测管理，对进入人员测
量体温，依托“健康一码通”有序实施
人员出入管理。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普通患者要
一个不漏通过“健康一码通”进行登
记，并通过系统推送到社区进行追踪
管理。

外省抵琼人员要在空港和海港等
关口测量体温，并通过“健康一码通”进
行健康申报管理。“绿码”者无须观察，

“黄码”者推送到社区进行追踪管

理。绿码职工可上岗工作，黄码职
工要做好隔离观察，确保安全后才
能上岗。

此外，人员进入超市、商场时，要
戴口罩、测体温，依托“健康一码通”进
行管理；人员进入公共交通场站时也
要做好体温监测和“健康一码通”查
验；要继续做好健康码的宣传使用。

我省申领健康码人数超327万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罗
欢 戴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已进入关键时期，我省各地积极
推广使用“健康一码通”，成效显著，
为疫情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打好了基
础。

截至 2 月 24 日 16 时，洋浦经济

开发区健康码推广任务完成率已达
72.74%，位居全省第一。

据悉，洋浦实行单位一把手负责
制，要求各行各业迅速推广注册申领
健康码，并建立注册领码情况日报制
度。洋浦经济开发区还成立健康码
推行专项督办工作队伍，每日深入单

位企业、社区、村庄、商铺等巡查申领
健康码情况。

白沙黎族自治县已将任务分解
到 11个乡镇具体落实，并加强基层
工作人员对健康码操作规程的掌握，
同时要求各卡口严格执行健康码通
行制度。

定安要求全县各镇、各部门每日
报送健康码推广情况至该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对推广工作滞后的单位予以
全县通报批评。该县还加强线下宣
传，将健康码宣传海报张贴在社区、村
庄、工厂企业入口处，引导群众做好登
记注册工作。

我省各地积极推广“健康一码通”

疫情防控“码”上助力

本报海口2月 24日讯 （记者陈蔚
林）2月24日晚上播出的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全民战疫 农村保卫战》特别
节目第一期，请到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病媒生物防治室主任孙定炜作为主讲
嘉宾，为大家讲解农村防疫工作的相关知
识并解答热点问题。

孙定炜首先介绍了预防性消毒的概

念，并结合国家卫健委疫情防控短片以及
相关专业知识为大家讲解了在不同场所，
特别是农村地区应该如何正确消毒。

针对本堂课主讲内容，电视夜校栏目组
向观众提前征集了一些热点问题。比如，

“有没有必要对小区内的道路、绿化带、空气
甚至街道路面等进行大面积消毒”“如何给
私家车消毒”等，孙定炜一一作了解答。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助力农村防疫工作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
委发布：截至2月24日24时，海南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确诊人数168例，住院人数47例，重
症人数6例，死亡人数5例，出院人数116例。

截至2月24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日报记者2月24日从省政府督查室
获悉，我省1月26日通过省网上督查室
平台开展征集建立疫情群访群控工作机
制意见建议工作以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
里，共收到来自全省各市县群众的意见建
议264条。通过织密疫情防控督查网络，
快搜集、快受理、快办结，我省及时回应群
众关切，解决群众困难。

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防扩散管理、物

资保障等方面。其中，对146条意见建议
以及每天收集的各省疫情防控信息摘编，
转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决策参考，对需要核查办理的118条
问题线索督促各市县核查办理，每日跟
进，随机电话回访，实行整改销号管理。

省政府督查室还同步开展疫情防控
专项督查，积极构建“网上＋网下”全天
候、全覆盖、无缝隙的疫情防控督查大格
局，形成环环相扣的“督查链”。

我省织密疫情防控督查网络

快搜集 快受理 快办结

2月中旬以来，我省本地感染病例
占比较高，疫情由输入为主已发展为
以本地感染发病为主。本地疫情仍将
集中在前期报告病例较多的市县，也
不排除发生新的疫点。由于病例发
现、传染源调查、密接追踪等工作较为
复杂，因此防控建议如下：

一、在疫情还未完全控制前，仍需

提高警惕，切不可麻痹松懈，建议采取
更加积极主动、严格有效、分区分级的
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发热病人鉴别
诊断和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

二、高度关注监狱、敬老院和复工
企业等单位的防控监管，降低本地传
播风险。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