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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连续12日确诊病例报告为零。
但近期受复工复产、国外疫情快速发展，以
及对新冠肺炎防控意识有所淡化等影响，不
排除从省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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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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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建议如下：

一是持续严防省外国外疫情输入。建
议对2020年2月27日以后从疫情较重国家
入境抵琼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开展新冠
肺炎入境检疫，进行追踪和健康服务登记。
有症状者送发热门诊就诊排查，无症状者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二是加大复工复产管理和指导。复工复
产企事业单位应建立防控机制，严格按照我
省疫情防控要求和技术指南落实相关措施。

三是严防输出。各市县应切实推动“健
康一码通”管理，践行“健康出行，一码当
先”。对红码和黄码人员要严格按要求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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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吕超 蔡东成

一块电子屏幕，一次视频连线，完
成了一场简短却特别的签约仪式。3月
3日上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科
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三亚深海科
技城开发有限公司三方通过“云签约”
方式共同签署合作协议，这意味着科大
讯飞正式入驻崖州湾科技城。

这是一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及“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的智能
语音和人工智能上市公司，它的入驻
将为崖州湾科技城产业发展提供强力
的科技支撑。这背后，是崖州湾科技
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之上，着力创新
招商引资方式，通过“不见面招商”“不
见面签约”“线上服务”等模式，有效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招商引资工作“不掉
线”，扛起责任担当，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多作贡献。

“三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通过
运用线上招商、网络招聘等方式，抓好

招商引资、引才引智工作，全力推进崖
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等重点园区
建设。”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
驰说。

科技升级
保障招商引资“不掉线”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我们以这
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合作签约，突显了
三方合作的坚实基础，更赋予了这次
合作的非凡意义。”签约现场，即使隔
着屏幕，也难掩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
联合创始人徐玉林激动的心情。

如何有效解决疫情期间招商难
题？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暂时取消出
访、来访等招商引资常态化的碰面洽
谈工作方式，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将

“面对面”交流改为“屏对屏”沟通，从
“登门拜访”变为“云端互动”，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力度不减，招商引资工作
节奏不停。

“本以为疫情会影响落户进度，但
是三亚市委、市政府，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主动开展‘不见面’洽谈，逐一敲
定合作事宜，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最终
确定了合作方案。”徐玉林说，此次签
约是三方深化合作的开始，将通过合
建崖州湾科技城人工智能成果展示中

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三亚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海洋科技等产业的深度
融合，为三亚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疫情发生以来，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积极推广“不见面招商”机制，充
分利用产业园区网、海招网、公众号等
平台，高频次、高精度、大范围进行招
商引资项目推介，加强线上招商力度，
采用电话、微信、QQ等方式，加强与
产业客户的沟通联络。“通过线上招
商，目前已有朗新科技、科大讯飞两家
重点企业签约入驻，近期将会有更多
涉海高科技企业签约落地。”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招商工作负责人表示。

招贤纳士
保障智力支撑“不断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立了，一大波院士专家将前来
为崖州湾科技城发展建言献策。”3月
2 日晚，这条消息霸屏“三亚朋友
圈”。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崖州湾科
技城专家咨询委员会分为南繁分会和
深海分会，成立初期将致力于为崖州
湾科技城前沿研究方向、产业规划及
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参考建议和
预案。

三月的鹿城，阳光明媚，正逐渐恢

复往日的热闹。与这座城市一同苏醒
的，还有求贤若渴的热望。疫情防控
与经济发展要统筹推进，人才引进的
脚步不能停，崖州湾科技城主动出击，
为园区发展招贤纳士，提供源源不断
的智力支撑。

就在不久前，2月22日，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利用网络视频开启“空中”
招聘，对土建工程师、政策研究岗、产业
促进处部门副职以及材料综合岗共12
名求职者进行了复试，通过“屏对屏”网
络引才方式，缓解用人需求缺口。

“为解决疫情影响下企业用工难
问题，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转变招聘
思路，通过公开招聘、猎头招聘、与高
校就业处建立合作等方式，做好人才
引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20
年初至今共收到简历近2000份。”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专职副书记童
立艳说。

复工复产
保障园区建设“不停歇”

测体温、登记健康信息……3月3
日7时许，在产业促进中心项目施工
现场，每一名准备进场施工的工人有
序排队接受健康检查。当天，218名
工人戴着口罩，有条不紊地进行展陈、

幕墙、屋顶防水及室外绿化施工。“我
们项目一直处于施工状态，随着外地
工人陆续到岗，建设进度正逐步加
快。”该项目经理赵红阳说。

连日来，崖州湾科技城努力降低
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抢抓春节后
施工生产的黄金季节，迎难而上复工
复产，努力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多作贡献。截至3月2日，园区已
开（复）工项目27个，其中已复工企业
18 家，复产率 72%；企业用工总数
1114 人 ，已 返 岗 825 人 ，返 岗 率
74.06%。

虽然是新入驻的企业，朗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已发挥所长助力三亚市
疫情防控工作。据了解，朗新科技为
该市量身定制研发“三亚市公共防疫
管理平台”，将公共防疫管理系统与物
资保障系统相结合，实现监、管、控一
体化和应急指挥调度功能，预计3月
中旬全面运行。

眼下正是返工高潮，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安排酒店对返工人员做好隔
离保障，并组织工人进行核酸检测，发
放口罩、护目镜、体温仪、酒精等防疫
物资。此外，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积
极对接建材供货商，确保复工项目有
充足的施工材料。

（本报三亚3月3日电）

云平台助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招商引资、复工复产

项目乘“云”至 人才踏“云”来

本报荆州3月3日电（特派记者
孙婧）近日，在位于湖北武汉的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神经外科的病房里，举行了一场特别
的入党宣誓。宣誓人只有一个，那就
是海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
队队员、海南省中医院护理师陈锦
王。备受社会各界关心的他，才从颅
内出血的紧急手术中恢复过来，尚未
出院，光荣入党。

3月1日晚上，队友们在病房的

墙上布置好了党旗。陈锦王整理好
身上的病服，自己稳稳地站着，随着
领誓人，一字一句大声宣读了入党誓
词。他同批前来武汉支援抗疫的女
友、海南省中医院儿科护士陈小妹举
着相机记录这一难忘时刻。

“他生病住院后一直有些虚脱乏
力，讲话都是轻轻的，但宣誓的时候声
音可响亮了！第一次见他这么庄严的
样子。”陈小妹说起陈锦王得知自己能
入党后的一番反应，“他很激动，第一时

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和哥哥，然后
就一直在背入党誓词。”陈小妹在电话
中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陈锦王担心自己
记不牢，反复让她检查他的背诵。

在入党前，陈锦王是海南省中医
院手术室护理团队的团支部书记，很
早就有了想入党的念头。“我接触到
了很多优秀的党员同志，他们时刻以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勤勤恳恳工作，从不叫
苦叫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党的优

良作风，进一步激发了我加入党组织
的决心和信心。”陈锦王说。

受到党员同事的激励，陈锦王在
武汉抗疫一线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从2月5日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连夜
参与收治患者起，陈锦王常常主动要
求一人负责两个病区、60多个患者
的护理工作。

2月21日，陈锦王出现颅内出血
的状况，2月23日凌晨接受紧急手术
治疗。如今陈锦王已经在病房里休养

观察近10天，开始惦记着复工的事情。
“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感觉自

己好一点，就在病房里打八段锦，做
颈椎操，想快点恢复过来。”陈小妹
说，陈锦王与她商量过，自己现在基
本不需要人照顾，希望她能早些回
去继续照顾患者，“现在疫情还没有
结束，他希望我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回去照顾患者，帮助更多人，这样疫
情早些结束，我们也能够早日回到
家乡。”

武汉抗疫前线举行特殊入党宣誓仪式

陈锦王病房入党

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
从三亚出院

本报三亚3月3日电（记者李艳玫）3月3日下
午，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有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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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出院的这例确诊病例为河南籍，属三亚
确诊病例，于2月12日前往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
院进行治疗。

截至3月3日，三亚共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75例，其中三亚确诊病例54例，其他市县确诊
病例21例。截至3月3日17时，共治愈出院71
例（其中三亚51例，其他市县20例），死亡1例。
目前，还在接受治疗的三亚确诊病例2例，其他市
县确诊病例1例。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慧文）3月3日上午，在澄
迈省道S317金马大道改建项目施工
现场，工人们正加快道路封闭，开展施
工作业，推进项目全面复工。

该项目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目前金马大道改建项目已实现施
工人员100%返岗，砼换板、压浆、砼
碎石化、小型构件预制、梁板预制等施
工均已恢复正常生产。

同一时间，在150多公里外的儋

州至白沙高速公路牙炳二号大桥施
工现场，伴随着架梁机轰鸣作响声，
工人们正将一片片箱梁架设在高耸
的桥墩之上。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我们春节期
间仍坚持施工，并留下了一批工人和
技术人员。”儋白高速二分部项目书记
刘灵波说。

而就上个月最后一天，山海高速
公路项目土建3标刚刚邀请相关医学
检验单位对省外归岗员工进行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最终历时7个小时为347
人进行了核酸检测。

3月1日下午4时，从检测中心传
来消息，被检测的347人全部正常，未
感染病毒。消息一出，项目微信办公
群立刻沸腾起来，大家复工热情高涨。

随着全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趋势
得到控制，为保证顺利复工复产，省交
通工程建设局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
部署，按照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全力组
织各重点公路项目复工复产。

“目前我省在建重点公路建设项
目共计9个，除了美洋线以外，已经全
部实现复工。”省交建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据初步统计，9个在建公路项目已
到岗人员近5000人，已有近六成人员
实现了复工复岗。

据悉，受到疫情影响，省内部分列
车、汽运班车停运，按照省交通运输厅、
省交建局指导意见，为保障返岗工人顺
利返程，各项目多采取了包车形式，省
道S314天新线5标项目部近日就包车

到海口美兰机场直接接送工人返岗。
在儋白高速施工现场，记者看到，

工区实行严格的集中封闭管理，人员
居住密集地还进行了重点管控，并设
置体温监测点，食堂则实行了分餐管
理，确保返岗工人居住、餐食和活动区
域安全。

“我们有信心确保儋白高速公路项
目年底前建成通车，助力海南岛实现县
县通高速的目标。”中交公路规划设计
院儋白高速代建指挥长柳邵波说。

9个在建重点公路项目已复工8个，返岗人员近6成

我省重点公路项目陆续复工

省疫情防控12345专家热线
已为11万人次提供服务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
记者3月3日从海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25场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月3日开通以来，截至3月
2日，省疫情防控 12345 专家服务热线共接到
112864件，累计提供决策参考信息19期、建议近
40条。

据了解，疫情期间，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将涉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办件全部列为紧急办件“30
分钟响应处置”，5分钟之内电话通知热线成员单
位的区、局长予以关注并跟进处置情况，同时新设
了20个座席及开通50个工号，与省、三亚12345
平台热线及17个市县打通“专家咨询热线系统”
和“疫情诉求受理系统”。据统计，1月20日至3
月 2 日 12345 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
336572件，日均受理7827件，其中疫情相关问题
办件157730件，占比46.86%（其中举报件45143
件、咨询件108225件），办结率98.43%。

同 时 ，12345 海 口 智 慧 联 动 平 台 采 用
“12345+网格化”的工作模式，一方面通过智能机
器人电话方式及时联系全市排查出来的重点疫区
人员；另一方面下沉2254名综合网格员上门入户
详细登记人员信息和旅居情况信息。

除此之外，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还在公众
号上接通海南健康码快速申领、快速扫码进大厅、海
口招聘、海好办掌上大厅等功能，提升便民服务质
量，并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职能部门。

据悉，下一步，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将积极与市
人力资源开发局深入对接，并整合南海网、汇才智
力、新视线三家主流人才招聘网站，通过12345公
众号进行推广招聘，为群众提供更多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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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3月3日，在湖北省洪湖市龙口镇卫生院，海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李娜、陈志乐、张雪海、李清月4位医生（从左到
右）根据患者的病情及影像学改变，对留观病区患者进行会诊评估。

② 2月29日，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准备药品。
③ 2月29日，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人民医院感染病区，来自海南省中医院的邓彩云（左一）和同事庞海清（左二）互

相帮助穿戴防护服。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特派记者 袁琛 摄）

截至3月3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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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例，重症人数 2例，死亡人数 5例，出院人数
155例。

聚“睛”会诊 携手战斗

海口昨起恢复
6条省际客运班线发班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口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获悉，3月3日起，海
口恢复海口汽车总站至广东广州、广东深圳、广东
东莞、四川巴中、湖南常德、湖南道县等6条省际
客运班线发班。

据介绍，3日起原省际总站部分省际客运班
次，临时在海口汽车总站恢复发班。3日在海口
汽车总站临时恢复的为海口至广东深圳、广东东
莞、广东广州、四川巴中、湖南常德、湖南道县的省
际客运班次。临时恢复发班的省际客运班次，旅
客乘车地点和班次发车地点均在海口汽车总站。
旅客购票后，可在站内乘坐班车前往终点站，中途
无须换乘，后期将视具体情况，陆续恢复发班线路
和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