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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

疫情防控“码”上助力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欢 陈霞 肖秀金）海
南日报记者2月29日从省大数据管
理局获悉，截至2月29日上午8时，
海南健康码已上线12天，领码使用
人数突破660万，覆盖全省常住人口
数的70.72%，系统累计访问量高达
5600余万人次。

为保障用户使用体验，确保健康
码平台健康稳定运行，省大数据管理

局召开应急保障会议，着手统筹运营
商，对健康码上线以来暴露的瓶颈、
短板进行提升，技术团队连夜奋战，
将原24台服务器资源扩容至42台，

成功将系统迁移。通过系统扩容、架
构优化、建立排队机制等方式进行修
复，确保系统正常访问、平稳运行。

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市民的反馈，该局将加快开
发更多的应用场景，并持续宣传、推
广健康码的场景应用，培养居民使用
习惯；尤其是在企业复工复产方面，

将加强引导各复工企业发挥主体责
任，主动发动企业员工领取健康码，
有序复工，进而推动我省经济社会秩
序有序恢复。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欢 刘湃）海南日报记
者 2月 29日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
悉，海南、浙江两省2月28日签署全
国首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
互认合作协议，这意味着持绿码的海
南人在浙江省内可顺利通行。

为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
打通人流、物流堵点，鼓励低风险地
区的群众尽快返岗复工，推动企业复

工复产，经海南省、浙江省协商决定，
建立两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
码”互认合作关系。

琼浙两省将遵循“机制相通、规

则互认、数据共享”原则，围绕复工返
岗、跨省出行、基层管控等场景，通过
技术升级等方式，实现两省疫情防控

“健康码”互认，提升疫期跨省出行便

利性。
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人表示，除

浙江外，我省目前还主动与泛珠区域
的广东、福建、云南、四川、江西等省

开展了省际健康码互认对接工作，尽
快打通人流、物流堵点，鼓励低风险
地区的群众尽快返岗复工，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

琼浙签署全国首个“健康码”互认合作协议
持绿码海南人浙江省内可通行

海南健康码使用人数突破660万
系统累计访问量达5600余万人次

本报石碌2月29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科）2
月29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
镇新港社区，社区干部和保洁员正忙
着清理排水沟里的落叶。自2月24日
海尾镇开展为时一周的环境卫生大整
治以来，该镇已清运了约40吨垃圾。

“每天，我们社区党员干部、志愿
者和保洁员共50多人参与劳动，一天
要清理15车垃圾。”新港社区党支部
书记林其文说。

为落实全国爱卫办关于开展冬春
季爱国卫生运动的相关要求，昌江决
定从2月24日起，在全县开展“爱国、
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
行动，全力整治辖区环境卫生，全面提
升农村（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助力防
疫工作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2月24日上午，昌江石碌镇政府
以环境卫生整治为抓手，动员各村（社
区）“两委”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在石碌镇孔车村，
村“两委”党员干部、群众对全村卫生
死角、绿化带垃圾等进行全面清理。
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整个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

在昌江叉河镇老羊地村，村“两
委”组织开展以“党员带头，清洁家园，
阻击疫情”为主题的卫生整治党日活
动，对重要道路进行全面彻底清扫。

昌江县市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针
对县城农贸市场人流量大的情况，除了
安排人在出入口设置防控点，对进入市
场的人员测体温外，还安排人员对农贸
市场进行消杀，清理卫生死角，为当地
居民创造卫生安全的购物环境。

昌江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干群齐心焕发家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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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9时，按县
域单元（其中海口市、三亚市以
所辖各行政区为单元），我省中
风险地区5个，低风险地区21
个，经指挥部评估确认，新增三
亚市海棠区、崖州区、吉阳区及
育才生态区，海口市龙华区、美
兰区和儋州市为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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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海口龙华区、美兰区等多地为低风险地区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请你们帮我转告我的女儿，我被
大家照顾得很好，让她在武汉安心工
作，努力救治更多病人。”2月28日下
午，在海口市琼山区的一间民居里，年
过六旬的梁玉琼紧紧抓着正要出门的
服务专员罗娅和洪励的手，眼含热泪
地叮嘱道。

2月以来，在海口市卫健委的动
员部署下，海口多家公立医院纷纷
组建专员服务队，为我省支援湖北
医护人员的家属提供跑腿代购等服
务，解决一线抗疫医护人员的后顾
之忧。

梁玉琼的女儿符艺影是海口市

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海口三院）
的一名儿科医师，也是我省第七批支
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眼下正在武
汉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开展救治
工作。

2月中下旬，海口三院行政党支
部组建了志愿者服务保障队，帮助解
决该院支援湖北抗疫医护人员家庭
遇到的困难。“2名党员志愿者为一
组，负责对接3名支援湖北医护人员
的家庭。”该院行政党支部书记罗娅
介绍，“志愿者每周至少上门服务1
次，电话联系2次。”

2月28日下午，身为志愿者、服
务专员的罗娅和洪励拎着药品和蔬
果，又一次来到梁玉琼家中。

“啊呀，怎么刚好都是我喜欢吃的
菜？”看到服务专员拎上门的蔬菜，梁
玉琼又惊喜又诧异。罗娅笑道：“我们
向符艺影专门打听了。您放心吃，等
菜吃完了，我们再给您送。”

一提起女儿，梁玉琼就因为担心
忍不住红了眼眶。罗娅紧紧地握着
梁玉琼的手，安慰说，“两边的政府、
医院都很关心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请
您放心。您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
女，有啥需要随时跟我们说。我们也
把您当成自己的妈妈，会经常过来看
望您。”

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中，不少已为
人父母，长期离家，孩子是他们心中难
以放下的牵挂。

正在武汉方舱医院支援的黄萍就
是其中一位。黄萍是海口三院骨科护
士长，也是我省首批支援湖北抗疫医
护人员，离家多日，她心里最放不下的
就是小儿子欧阳利涛的功课。

2月25日上午，海口三院服务专
员麦睿、施妙萍来到黄萍的家里，为欧
阳利涛送来一沓他最喜欢的科幻类课
外读物，对方很是高兴。

随后，两位服务专员给欧阳利涛
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黄萍在方舱医院救
治病患的故事。“原来妈妈这么厉害，
我要向妈妈学习！”欧阳利涛说，

“阿姨考你几个课本上的问题好
不好？”记挂着黄萍的心事，施妙萍给
欧阳利涛来了一个“随堂测试”。

几轮测试下来，两位服务专员发
现欧阳利涛在语文学习上有“短板”。

“我们打算帮他请一名语文家教，如果
暂时找不到家教的话，也可以考虑网
上辅导。”麦睿告诉记者。

“经过沟通，我们掌握了每一位支
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家庭需求，建立了
家庭服务需求信息台账，及时为他们
解决问题。”海口市卫健委副调研员江
隆品表示，除了上门服务，该委已向海
口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发放了慰问金，
为医护人员购买了商业保险，购置了
年度免费公交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措施，让前线的医护人员消除顾虑，在
工作中更有力量。”江隆品说。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

海口多家医院组建专员服务队，为我省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家属解难题、办实事

你护患者安康 我为你守后方

近日，在海口市龙华区疏港社区，环卫工人郑德霞对一小区的楼梯口喷雾消毒。据郑德
霞所在的环卫公司负责人介绍，环卫公司积极响应“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号召，环卫工人严
格按照要求开展消杀工作，为复工复产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文昌铺前镇“防疫检查岗”功能扩容

助复工复产 紧防疫之弦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同志，请您佩戴好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买
完东西尽快回家，勿在公共场所聚集……”2月28
日16时，文昌市铺前镇墟“复工复产服务岗”工作
人员邓大纠拦住一位佩戴口罩不规范的群众，提
醒其做好防护，并测量其体温，登记好相关信息。

类似这样的场景，近日经常发生在铺前镇人
群易聚集的重点区域。“之前是为防控疫情专门设
置的检查岗，随着当前形势发生变化，职能开始转
向为复工复产服务，在抓好防疫的前提下，促进生
产生活秩序恢复。”铺前镇党委负责人解释。

“虽然疫情防控响应级别已降，但防控措施还
不到松懈的时候。”邓大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像
他一样值守在各个检查服务岗的工作人员，主要
承担6方面职责，包括：排查登记好外来人员和外
出务工人员的信息、对复工人员进行健康检测管
理和服务、调查企业复工复产难题并协调解决、调
查农业生产和销售各类问题并协调解决、加强重
点区域流动人群的监管、宣传推广健康一码通等。

根据统计，截至目前，铺前镇外地返工人员累
计1271人，其中岛内返回863人，其他省份408
人。为降低复工风险，该镇还曾派出专车接送外
地返工人员，并指导复工企业做好防疫管控措施。

“多亏了政府有力的管控和指导服务，工厂一
周前已经复工，目前正在加足马力生产。”以生产

“铺前马鲛鱼”闻名的中远深海渔业总经理陈生告
诉记者，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铺前镇政府工作人
员主动上门服务，跟踪监测管理返工人员的健康状
况，为复工企业“保驾护航”，让他们感到很放心。

（本报文城2月29日电）

忙消杀
助复工

◀上接A01版
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
府的相关要求，把今年的脱贫攻坚工作措施一项
项落实到位，千方百计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
收，为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要坚决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把
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降到最低。要进一步摸清
今年贫困标准线下的贫困人口底数，特别是摸清此
次疫情对未脱贫户、已脱贫户、边缘户等不同群体
的影响，深入分析因疫情导致的返贫风险和致贫风
险，坚持精准施策；要统筹安排好贫困劳动力在省
内务工，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点对点运送，推动
本地企业不断提升复工率、复产率，切实解决贫困
群众增收和企业用工难问题；要总结运用近年来行
之有效的成功经验，继续抓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政策保障、“志智双扶”、人居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
运动等工作，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持续深入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杜绝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惩治扶贫领域的腐败行为。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
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让我们一鼓作
气、越战越勇，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奋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向党中央和全
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海南力量。

奋力夺取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

清零！我省5个贫困市县
全部摘帽
◀上接A01版
重点关注贫困市县基础设施建设、安全饮水、家庭
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

3个市县宣布脱贫摘帽后，将按照摘帽不摘
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
监管“四个不摘”要求，完成剩余贫困人口的脱
贫任务，继续保持原有的扶贫政策不变、力度不
减，特别要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实现已脱贫
人口的持续稳定脱贫；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返贫，确
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

副省长、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副指挥长
刘平治出席发布会。

海口秀英农贸市场
安上红外线体温探测门

1秒测温 风险更低
本报海口2月29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郑峻敬）农贸市场作为人流量相对集中
的公共场所，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2月2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秀英区政府获悉，该
区在辖区内多个农贸市场启用了红外线体温探
测门，在提高检测效率的同时，更降低了交叉感
染的风险。

“以前用体温枪，检测1个人的体温至少需要
三四秒，用了红外线体温探测门后，1秒就可以完
成。现在，就算是早晨七八点买菜的高峰期，也不
用排长队了，市民通过的速度大大提升。”海玻市
场市场管理人员陈焕光告诉记者，此前市场早班
至少需要10个人值班，有时候还会排长队。“有了
测温门之后，早班高峰期只需要6个人值守，全天
也只需备1把体温枪作为复检就足够了。”陈焕光
表示，测温门在节省人力和时间的同时，还降低了
市民因排队等待带来的交叉感染的风险。

秀英街道办副主任谭高荣表示，辖区内农贸
市场的红外线体温探测门从本月23日开始启用，
目前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得到了市场管理方
和市民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