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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连续11日零确诊病例报告。但
近期国外疫情蔓延，尤其是部分国家疫情上
升速度较快。随着旅游业的复工、学校的复
学，商务和外事往来，国外疫情输入风险加
大，不排除会从国外输入疫情并导致疫情反
复的可能。因此，在疫情还未终止前，仍应
提高警惕，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治、分区分
级、精准施策，提高防控的科学性、针对性、
精准性，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管控，以巩固防控成果。当前应重点关注以
下风险点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一是严防省外国外疫情输入。应认真
研究，精准施策，保持现阶段得来不易的防
控成果。

二是加大复工复产的管理和指导。复
工复产企事业单位要建立防控机制，严格按
照我省疫情防控要求和技术指南落实相关
措施，并充分利用“健康一码通”加强对流动
人员管理。各市县应组织人员对重点单位
和重点场所进行专项督导。

三是严防输出。各市县应强力推动“健
康一码通”应用。黄码及红码人员应得到严
格管控，责任到人。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琼鄂同心 共抗疫情

本报荆州3月2日电（特派记者
孙婧）3月2日上午，来自海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的16名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与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同事告
别，在驻地酒店收拾行李，离开荆州，
登上开往洪湖的大巴车，投入一场新
的战疫。

3月2日之前，这16名跟随海南
省第四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来到
荆州的海南医护们，用半个月的时
间，与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们
并肩携手，治愈了39名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

话别的现场，荆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的医护们满眼不舍。“2月15日你
们来到这里，半个月的共事，给了我
们很多的支援和信心，也结下了深厚
的战友情谊。”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李江说，两地医护联手抗疫以
来，医院没有出现一个患者死亡，没
有一个患者症状加重，没有一个医护
受到感染，实现这“三个零”的目标并
不容易。

如今，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确诊
患者“清零”。分散在荆州市县各个
医院的海南援荆医疗队，面临人员重
新分配的关口。

“不论是确诊数、死亡数、重症
数、住院患者数量以及留观人数，洪
湖都是荆州各市县区最多的。”前方
指挥部副总指挥赵建农透露，目前洪
湖的留观点里还有发热患者、密切接
触者、出院医学观察者等各类人员
600多人，必须要提高基层医疗力
量，加快疏通留观人员的进出通路，
才能做好上游的疫情防控工作，为下
游的救治工作减负。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洪湖市
还有洪湖华康医院、峰口镇的洪湖市
第二人民医院和大沙湖管理区医院

3个大的发热门诊和留观点，辐射了
多个乡镇医疗卫生机构，需要人手支
援和接管。

因此，这16名调防洪湖的海南
医疗队队员，主战场将在洪湖基层的
上述医疗卫生机构和留观点，帮助当
地从基层打好“防输入、防扩散、防输
出”的抗疫阻击战。这也是海南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当前和下一个阶段疫
情防控的首要任务。

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护士、海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22岁的黎
志霞精神奕奕，内心有种摩拳擦掌的
期待：“现在我们又要投入新的战场，
在哪里都是救死扶伤，我们会继续尽
心尽责参与救援，这也是我们来湖北
抗疫的目的。”

携手当地医护治愈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39名确诊患者

16名海南医疗队队员调防洪湖

本报荆州3月2日电 （特派记
者孙婧）“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2日上午，洪亮的声音回荡
在荆州、武汉、洪湖、石首的四个会
场。80名支援湖北抗疫的海南医
护人员，在各自驻地医院里，通过远
程视频连线，一起在党旗前宣誓，正
式成为了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让党
徽在抗疫一线更加闪亮。

位于荆州市中医院的党员活动
室，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冷雨，窗内却
是火热澎湃的氛围。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在宣誓主会场的24名
入党积极分子，即使聚在一起，也是
间距站开。

在这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
里，大家胸戴党徽，凝视党旗，在海南
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部临时党
委书记、总指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陆志远的带领下，许下庄严的入党
誓言。

与此同时，一台远程直播电脑，
打开了武汉市驻点医院、洪湖市血防
医院和石首市人民医院3个宣誓分
会场的窗口。有远程科技的助力，在
湖北各地支援的海南医护入党积极

分子共80人，异地同频宣誓入党。
他们都是在这场支援湖北抗疫

战中经受了考验、获得医患共同认可
的优秀医护人员。其中既有“95后”
的年轻护士，也有渴望入党多年终于
火线如愿的医生。

其中，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22
岁护士黎志霞作为海南省第四批支
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来到荆州。
半个月时间里，包括黎志霞在内的海
南医疗队，帮助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治愈出院了39名确诊患者。

“这次我在荆州一线切身感受
到，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对打好
这场抗疫战非常重要。”黎志霞激动
地说，她把参加此次支援任务，当作
是对自己践行党员信仰和医护使命
的检验，同时也看到了党的领导在
这种关键时刻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
动员力，“让我更坚定了入党，向组织
靠拢的决心。”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
是我的愿望，今天愿望实现了！”今年40
岁的儋州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
任医师唐庆业说，这是自己盼望已久的
时刻。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得知

医院发出召集令后，我第一时间报名请
战，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与使命，我愿
做抗击新冠病毒战场上的勇士。”

唐庆业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
心。在支援荆州市胸科医院时，一名
有心脏基础疾病的重症患者，在他的
治疗和调理下即将于近期出院。患

者还专门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这让唐
庆业更坚定了要以优秀党员为榜样，
打好防疫阻击战，践行共产党员的使
命和担当。

“希望大家完成好荆州人民交给
我们光荣的使命，切实保重身体，坚
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战争。”陆志

远现场见证了入党宣誓，并为大家加
油打气。

海南省支援湖北抗疫前方指挥
部临时党委在7批医疗队中成立了
17个党支部。在863名医护人员中，
经过两次火线入党，新发展党员94
人，目前共有党员337人。

80名海南支援湖北医护火线入党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
教学组组长薛梅丽护士，从2月5日
至3月1日一直坚守在湖北江汉方舱
医院，打赢“三场战斗”。患者刘女士
总觉得薛梅丽长得娇小，需要被保护
的样子，没想到在工作中海南白衣天
使勇敢热情，敢于奉献牺牲，由衷地称
赞薛梅丽是“最可爱的人”。

薛梅丽2011年从卫校毕业后，
又读函授本科。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今年年初一她中断休假返回医院，年
初二在请战书上签字，报名驰援湖
北。她豪情满怀：“白衣战士，向死而
生；救死扶伤，毋论牺牲。我今年29
岁，是年资较高的护士，护理经验丰
富，湖北疫情一线打硬仗，急需我这
样的护士。”2月4日，她飞赴湖北战
疫“沙场”。

“第一场战斗”，薛梅丽首先战胜

自己。2月5日，是她到武汉的第二
天，当晚10点半钟接到紧急通知：

“立即集合，去江汉方舱医院。”她和
同伴5分钟之内全部集合完毕，从武
汉市委党校招待所驻地，坐公交车抵
达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穿戴厚重防护
服、N95口罩和护目镜，进入江汉方
舱医院。前一天离开海口时，气温
20多摄氏度；此时武汉只有1摄氏
度，寒风刺骨。到深夜三四点钟时，
又冷又困又饿，她感觉要昏过去，心
里担心：“我会感冒吗？掉队吗？”最
冷时用病床床单裹身保暖。当晚江
汉方舱医院首次收治患者，800多位
患者急切等待救治。“在病毒和疫情

面前，我永不服输，一定不能掉队。”
她忙碌地测量患者体温、脉搏、血氧、
心率等，不喝水不上厕所，机器似地
一刻不停息，猛干10个小时。第二
天上午9点钟下班时，她发现自己战
胜了寒冷。

多年护理经验化为一把利剑，帮
她在护理主战场打赢“第二场战
斗”。每天上班不久，汗水就在护目
镜里面蒙上一层水雾，汗水滴入眼
眶，浸红眼睛，完全看不清血管在哪
里；又戴两层胶皮手套，很难摸准患
者血管。“护理患者最困难的是采血，
年轻护士找不到血管，容易扎针扎痛
患者，影响采血质量。除了护士长

外，这里我年资最高，我来采血。”她
靠多年护理经验、根据解剖学人体血
管走向，细摸血管，感觉血管的弹性，
准确找到血管，一针见血。查看患者
病情变化、疗效，需要经常采集咽拭
子样本进行核酸检测，用拭子对患者
双侧咽扁桃体及咽后壁擦拭，护士和
患者间距仅半米，患者张嘴飞沫，受
刺激咳嗽、打喷嚏，产生大量携带病
毒的气溶胶。“这事容易感染病毒，我
来采集。”她一个班最多曾给50名患
者采集咽拭子样本，有的患者要采集
三四次才能完成。年轻护士一般护
理患者20人，但她护理经验丰富，护
理40人。

在短暂空闲时间，用独特的文体
活动融化患者心中的焦虑和抑郁，赢
得战胜疫情心理战的“第三场战
斗”。江汉方舱医院救治的都是轻症
患者，长期躺病床容易焦虑。2月7
日开始，薛梅丽一有空闲时间，就教
患者缓解疲劳技巧，促进身心健康，
先后有400多名女患者跟她学。她
热心教患者说儋州方言“你好”“吃
饭”，她跟患者学湖北发言，患者兴趣
很浓。东区6区20床患者给她写感
谢信：“你像亲人一样细心照顾我们，
真的非常暖心，让我感动得流泪，你
们高尚的医德让我们敬佩。”

（本报那大3月2日电）

儋州护士薛梅丽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打赢“三场战斗”

本是娇女子 战疫显刚强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良子）海南日报
记者3月2日从省交警总队获悉，省交警总队要
求各地交警实行包容性执法服务管理，开通“应急
窗口、绿色通道”，提供“加急办、预约办、便捷办、
上门办”服务，最大限度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交通需
求。同时，省交警总队还向社会公布运输保障服
务专线：68835000。

省交警总队明确，放宽到期业务办理和认可
时限，实行包容性执法服务管理，对疫情防控期间
不能按期办理驾驶证审验换证、机动车检验等业
务的，可以延期到疫情结束后办理。在此期间，企
业员工确有驾车出行等生产生活需求，或者有疫
情防控、物资运输等应急保障需求的，对驾驶证逾
期未换证、未审验、机动车逾期未检验等情形，公
安机关不予处罚。

另外，复工复产企业运输涉及国计民生物资、
生产资料的车辆和疫情防控所需的人员及物资运
输、指挥调度等车辆，持有“运输车辆通行证”的免
检放行；保障运输农副产品、应急物资重点车辆进
厂入村，保障货运车辆通行。对其他涉及复工复
产、原材料运输等“重要物资运输类”入琼车辆、随
车人员，简化检查测温流程，优先快速通行。

据介绍，省交警总队深入推行互联网交管服
务平台、交管12123APP线上加线下的不见面办
理公安交管业务。同时，也可通过网上预约、电话
预约等方式，实现“一次办”“就近办”“不见面办”，
避免疫情防控期间发生交叉感染。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地交警
开通“应急窗口、绿色通道”

最大限度保障复工复产

3月2日，在湖北省荆州市中医院的党员活动室，24名医护工作者面向鲜红党旗，进行入党宣誓。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立
明 王雪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
出通知，调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处理
依据。

通知指出，停止执行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印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
行为认定与处理的指导意见》。对疫

情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定性、认
定处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
意见》的相关规定执行。

通知要求，我省目前仍处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市场监管行政

执法工作要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市场监
管总局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执行。

对于主观恶意制假售假、售卖野
生动物、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依法从
重从快打击；对轻微违法、初次违法行

为，未造成社会影响的，坚持法治思维
和法治理念，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
则，以批评教育、责令整改为主；对拒不
整改，继续违法违规的，依法从重查处。

据了解，此次停止执行的《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与处理的指导
意见》于1月28日由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出台，对我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
级、Ⅱ级应急响应期间哄抬价格违法
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予以明确。其中指
出，我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Ⅱ级
应急响应期间，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口
罩、消毒用品、温度计等商品一律不得
涨价。凡涨价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以“哄抬价格”定性查处。

我省调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处理依据

三亚创新体制机制，实行市场化的
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

创造新平台 全球揽英才
本报三亚3月2日电（记者周月光）年薪18

万元至50万元，面向全球招聘10人……三亚市
投资促进局3月2日向全球发出的高薪招聘公
告。不同于传统行政薪酬体系，三亚之所以能够
高薪招揽全球人才，答案在于：创新体制机制。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此次招聘，岗位共有10
个，包括人力资源岗、高新技术招商岗、旅游业招
商岗、金融业招商岗、现代服务业招商岗、项目管
理岗等。招聘面向国内外，无国籍和身份限制，但
要求应聘者有全球化、国际化视野，并有较强的改
革创新能力。招聘岗位实行聘期管理，薪酬为
18万元-50万元/年，具体面议。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是三亚为加快自由贸易港
建设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由
三亚市政府发起，经授权代表政府在法定职责范
围内开展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等经贸活动的法定
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不以营利为
目的、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不从事法定职责外事
务；实行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需要大量具有全球化视
野的人才。三亚创新体制机制，先后成立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和投资促进局
等法定机构，突破传统体制的限制，为吸引国内外
英才汇聚三亚创造了新平台。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面向全球发布招聘公
告，不到10天就收到2851份应聘简历，不仅有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名牌高校毕业
生，还吸引了有杜克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墨尔本
大学等国外名校留学经历的报考者。

有竞聘者说，三亚面向全球招聘是海南大胆
试大胆闯精神的最好写照，“有这种创新精神，我
看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信三亚是干事创业
的好地方。”

3月2日，16名海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乘坐开往洪湖的大巴车，与荆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同事告别，投入新的战疫。 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

◀上接A01版
习近平指出，病人心理康复需要

一个过程，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
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病
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要高度重
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面力量
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习近平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
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
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
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
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
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
和能力建设。要统筹各方面科研力

量，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要
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疫情
防控预警预测机制，及时有效捕获信
息，及时采取应对举措。要研究建立
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研攻关
等方面指挥、行动、保障体系，平时准
备好应急行动指南，紧急情况下迅速
启动。

习近平指出，生命安全和生物
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

重器，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
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
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
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
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
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
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
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

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高
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
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要加快补齐
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加快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技术装备瓶颈，
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从人居环境改善、饮食习惯、
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
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
手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
个国家出现，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
织沟通交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
情高发国家在溯源、药物、疫苗、检
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共享科研数
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和力量。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张又侠、蔡
奇、肖捷和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
责同志出席有关活动。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3月2日24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人数168例，新增确诊0例，住院人数
12例，重症人数2例，死亡人数5例，出院人数
151例。

截至3月2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