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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8日电 在“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
表示诚挚的慰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
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广大女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
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了
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
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
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中
的妇女同胞们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做
了大量艰苦工作，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
控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坚

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做好科学
防护，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关心关爱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
的妇女同胞，大力宣传防疫抗疫一线
的巾帼典型，激励和支持亿万妇女为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况
昌勋）3月8日，省长沈晓明率队调
研全省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检查防
控疫情中医疗废物处理情况，强调
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扩能增
容，创新体制机制，提高运营管理水
平，确保医疗废物得到及时、有序、
高效、无害化处置。

在海口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餐
厨垃圾处理厂，沈晓明检查疫情期
间医疗废物处置工作，了解医疗废
物处置中心运营管理、处置模式和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等情况。他还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全省医疗废物处置规划建设情况
汇报，并就海口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二期工程项目建设、创新建设运营
管理机制、开辟新的协同处置渠道
等进行研究。

沈晓明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医疗废物量大幅增加的实
际，我省加强了医疗废物收集、转
运和处置工作，有效防范了环境
风险。目前我省医疗废物处置存

在能力饱和、运营管理水平有待
提高等问题。做好医疗废物处置
工作，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功能、健全公共卫生应急
体系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考虑医
疗卫生机构新建扩建、医疗健康产
业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
因素和需要，科学分析医疗废物产
生量，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
施扩能增容，优化处置技术，提高
运营管理水平，确保医疗废物实

现无害化处置。
沈晓明要求，要严格按照国家

医疗机构废物综合治理工作有关
要求，加快推进海口医疗废物处置
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建设。要研究
创新建设运营体制机制，探索“公
建民营”运行模式，充分调动企业
积极性，促进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可
持续发展。要开辟新的协同处置
渠道，建设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备用
设施。

毛超峰、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调研全省医疗废物处置工作要求

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扩能增容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金昌波）在“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的上午，省委副书记李军深入海口市慰
问抗“疫”一线女医护和环卫女工，代表省委省政府
和全省人民向广大妇女同胞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
敬意。

在省人民医院秀英留医部，李军通过视频连线，向
正在湖北省洪湖市支援的我省医疗队队员们表示节日
问候，询问生活情况，嘱请前方指挥部特别关照好女同
胞。李军来到医院门诊大楼MDT室、住院大楼妇产
科看望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和节日值班的女性医护人
员。“你们就是这个春天里绽放的最美丽的花朵！”李军
把一朵朵康乃馨送到她们手中，深情地说，在这场没有
硝烟但有生死考验的战斗中，广大女医护们不辞辛苦、
任劳任怨、救死扶伤，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医者的仁
心大爱，充分彰显了中国女性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崇
高境界，“你们脸上那一道道痕印，是最美的‘天使印’，
身上那厚重的防护装，是最美的‘战疫妆’。”

随后，李军来到龙华区金牛路垃圾转运站、公厕，
慰问正在保洁的环卫女工并送上祝福鲜花。李军对她
们在疫情防控期间默默无闻、坚守岗位，为城市干净、
卫生、整洁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感谢，并叮嘱相关
部门、企业积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她们解决实际
困难。

在慰问中，李军指出，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女同胞顶起了大半
边天，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要从多方面给予优待和关爱。

李军到海口开展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慰问活动
向全省抗“疫”战线女同胞
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

■ 本报评论员

连日来，优秀扶贫干部李龙生同志
的先进事迹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李龙生同志用生命谱
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党人奉献之歌，
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人们肃然
起敬，深受触动。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这是共产党人
的本色。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始终冲在
脱贫攻坚第一线；瞄准问题，查找症结，
督促解决，把扶贫督查刻在农村大地上；
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
福指数”……追寻李龙生同志的奋斗足
迹，追思李龙生同志的先进事迹，总是会
被他的精神品格所震撼。

这是一种担当精神，它源自于对初
心使命的高度自觉，源自于对岗位职责
的深度体认；这是一种坚守精神，它源自
于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它源自于对
脱贫必胜的坚定信心；这是一种奉献精
神，它源自于对扶贫事业的无比热爱，源
自于为党为民的赤子情怀。担当、坚守、
奉献，正是“扎根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的椰树精神的深刻内涵。

见贤思齐。榜样的意义，在于其标
注了精神高度，筑起了一座座精神丰
碑，在于其让人们在瞻仰中获得精神
的养分，汲取前行的动力。今年脱贫
攻坚要全面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
要打，现在还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关键
之年，任务十分繁重。确保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以
李龙生同志为榜样，发扬椰树精神，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甘于奉献，作表率、
挑重担、履职尽责。

用担当书写时代答卷。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常葆
为民情怀，常思岗位之责，常想尽责之策，多到条件艰
苦的地方去，多到矛盾集中的地方去，多到群众需要的
地方去。在坚守中攻坚克难。咬定目标不放松，不达
目的不罢休；风雨兼程而脊梁愈挺，千磨万击而信念愈
坚，千锤百炼而斗志愈旺。以奉献彰显人生价值。心
思用在事业，身子沉到基层，着力解决问题，力求实际
效果；从日常工作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有一份力发
一份劲，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在感动中行动。让你我他都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
的养分、前行的力量，争当实干家、实践者，担当、坚守、
奉献，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加快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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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罗霞）
为畅通全球投资者与海南的联系渠
道，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优质、更贴
身、更便捷的服务，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推出全球投资服务热线 4008-
413-413，热线从3月9日起试运行。

试运行期间，热线将提供中文和
英文两种语言服务，解答企业关注的
海南自贸港建设、行业投资机会和投
资地选择等问题。海南经发局将建立

“企业服务员”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对
企业的全流程服务，并且通过“横向联
动，纵向协调”的工作机制，联合各部
门和市县园区，共同为投资者提供专
业服务。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推出全球投资服务热线
4008-413-413，今日起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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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16时，经指挥部评估确认，新增海
口市秀英区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
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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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个县域单元均为低风险地区。

指挥部要求各市县（区）仍要清

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的复杂性，压实属地责任，增
强统筹抓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和全
面复工复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对疫情的警惕性不能降低，防
控要求不能降低。要更多考虑复工
复产需求与减少疫情防控对人民生
活影响，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活，
确保社会稳定，加快推进自由贸易
港建设。

海南疫情地图全“白”了
26个县域单元均为低风险地区

本报三亚3月8日电（记者欧英
才 黄媛艳）北京时间3月8日16时
37分，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向亚洲45
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发送邮件，通
报三亚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清零情况，
通报中再次申明2020年第六届亚洲
沙滩运动会（简称“三亚亚沙会”）举办
时间是今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

近两个月来，三亚亚沙会组委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赛事筹办
工作，快速推进场馆建设、主媒体中
心建设、开闭幕式等各项筹备工作，并
积极主动与亚奥理事会沟通联系，及
时通报三亚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和亚沙
会筹备情况，得到亚奥理事会的理解
和支持。

特别是获悉三亚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清零的消息后，亚奥理事会第一
时间作了通报，并表示亚奥理事会将
继续支持中国的伙伴。通报中提到
中国奥委会主席苟仲文在给亚奥理事
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的信件中也强
调，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影响三亚组委
会的筹备工作，亚沙会将不会因为疫
情推迟办赛。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徐敬

3月8日，三亚，阳光明媚，一则
暖心的消息传来：73岁黑龙江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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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三亚收治的确诊
病例患者数量实现清零。

在连续25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的基础上，三亚实现住院确诊病例
清零，这意味着三亚战疫又迈出可
喜的一步。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始终把人
民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开展医疗
救治工作。截至3月8日10时，三
亚共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

共治愈出院73例，死亡2例。

迅速集结，筑起牢固
防疫战线

“经二次鼻咽部核酸检测为阴
性、一次肛拭子检测阴性，患者符合国
家出院标准，明天可以出院了。”3月7
日晚，在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感染科隔离病房，拿到报告结
果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十分激动。

从1月22日三亚首例新冠肺炎
病例确诊，到往后的40多个日夜
里，三亚市医护人员一直坚守隔离
病房和一线岗位。随着在院的最后
一位确诊患者符合各项出院指标出
院，隔离病房“清零”，他们如释重
负，疲惫而又兴奋。下转A05版▶

三亚收治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全部出院

“清零”背后的硬核战疫

李龙生（右）生前在临高县调楼镇隆道村督查脱贫攻坚工作。 张彤 摄

亚奥理事会：

亚沙会将如期
在三亚举办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贺立樊黄婷

“都脱贫摘帽了，您也不歇口
气？”省政府2月28日刚宣布临高退
出贫困县序列，3月2日，督查完海口
的工作后，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
组组长李龙生又率队马不停蹄地赶
赴临高，而见到他的人，不约而同地
脱口而出这样问道。

自从2018年4月负责督查临高
县以来，李龙生踏遍临高 10 个镇
167个有扶贫任务的行政村，许多人
都认识他、熟悉他。

临高脱贫摘帽，李龙生的工作却
一刻也没放松。省委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近日出台的“抗疫情、保增收、防
返贫十五条措施”，他着急着去宣讲
和督导落实。他担心，临高“摘帽”后
基层干部扶贫工作会出现松懈；他担
心，恢复生产的措施不到位，群众会
重新返贫。

3月2日一吃完午饭，他就率队
赴东英镇调研，了解脱贫户务工情
况。3月3日上午听取临高县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以及“十五条”落实情况
介绍时，他不厌其烦地问与会有关负

责人的意见，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
点；下午他又赶赴波莲镇调研督查。
3月4日上午他到博厚镇调研，下午
则在驻地听取基层干部反映情况。

3月5日，在生命戛然而止的那
一天——他上午在南宝镇，下午在皇
桐镇，晚上六七点才回到驻地。当督
查组的战友们晚上发现他倒在驻地
房间的地板上时，他身上仍穿着白天
工作时的衣服。3月6日凌晨2时50
分，56岁的李龙生因心源性疾病抢
救无效，在临高县人民医院逝世。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追随着
李龙生的足迹，来到他生前工作过
的地方，听乡亲、战友和家人含泪讲
述李龙生的故事，他们用一段段深
情回忆，勾勒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
色与初心。

勇挑重担一心为民

李龙生是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2018年4月，他被抽调全脱
产参加脱贫攻坚工作，并被省委任命
为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

那时，省委抽调优秀党员领导干
部组成了9个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

组驻点市县，采用暗访和明查等方
式，负责督查各市县脱贫攻坚工作责
任、政策和工作落实情况，以精准发

现和迅速整改我省扶贫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李龙生作为一名老共
产党员，在我省脱贫攻坚最为关键的

时刻，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勇于承
担起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
长的重任。 下转A02版▶

燃尽生命照初心
——追记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李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