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师

1600余名党员捐款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曾丽芹）海南日报记者3月13日从海南师范大学
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校1677名师生
党员和离退休党员积极响应省委号召，踊跃捐款
逾38万元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在捐款活动中，海南师范大学党委领导班子
成员带头捐款，中层（处级）党员领导干部积极跟
进，各基层党组织联动推进，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
式进行线上捐款，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员聚集和现金
捐款带来的风险，而且保证了捐款工作的安全、高
效、顺畅。部分老同志虽然不会使用手机转账，但
仍通过委托子女操作手机等方式完成了捐款。

支持疫情防控

海垦

捐赠物资善款684万元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3月12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口市龙华区向省
红十字会捐赠81万双医用手套。据了解，截至3
月13日，该集团已向防疫一线捐赠总价值456万
元的各类物资，以及善款228万余元。

据了解，这些物资包括海垦控股集团下属企
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境内
外渠道购买并向省红十字会捐赠的90万双防护
手套，以及向湖北省6家医院捐赠的自营加工的
1050套乳胶床垫和枕头。该集团还组织旗下多
个企业向湖北省捐赠305吨瓜菜，并为我省医护
人员捐赠茶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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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由于项目主体发生变更，三亚太华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的《人民防

空地下室施工报建审批意见书》，

编号：2019人防施审第11号，现声

明作废。

▲中麟能源（海南）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证书编号:乙危化经字

[2018]000196号，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减资公告

海南砂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税

号：91460100075701725C）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99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0898-65312581

▲海南方圆(儋州)律师事务所符棋

锋律师于2019年12月1日遗失了

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4201410166854，流水号为

10392953，声明作废。

▲中麟能源（海南）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副本

（2- 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34MA5T7D4012，声明作

废。

▲临高县临城昌世五金商行遗失

新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折叠票），

票号：09372661，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我院感染内科于2020年2月16日

收治一名患者，姓名：张诗印，男

性，48岁，籍贯：河南，其他不详。

该患者于2020年 2月28日 4:50

分经医治无效死亡。望其家属见报

后速来处理其后事，自登报之日

起，逾期一个月，将按无名尸体处理。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0年3月13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黄
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产
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速
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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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成永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文清大道397号吉祥花园1幢

512 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8）文 昌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20019号,特此声明。

▲海南易淘好车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 林 雪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102198608082121，声 明 作

废。

▲琼中诚利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遗 失 股 权 证 ，证 号 ：

728000000014，声明作废。

▲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东方支行营业部专用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571403，账号:2201026

829200038648，声明作废。

▲海南弘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大清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新村镇解放路007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陵国用（新)字第0956号，

声明作废。

▲梁哲轩（于2020年3月11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6199506130211,特此声明。

▲海南省国营长征农场医院遗失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
镇信用社开户许可证，账号：
211408001003500000354，核 准
号：J6410007175001，声明作废。
▲方钟育不慎遗失道路货物运输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60028198806167212，声 明 作
废。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六
东路广药晨菲大药房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100MA5RC43C4J,许
可证编号：JY14601080015000，
声明作废。

广告

为了改变“人等活干”的局面，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商家都在各自出
招，力求行业早日重迎春天。

“商务部在2019年底针对家政
服务行业出台了许多政策，例如从业
人员的体检项目被固定实施。如此
一来，客户更放心，订单成交量相应
增多。”梁莲娣介绍，同时，我省今年
正式上线了海南省家政服务业信用
信息平台，“通过收集省内家政服务
公司的信用信息数据，为客户搭建了
一个权威下单平台，让客户能够通过
平台找到口碑好、服务佳的家政服务
公司和人员。”

梁莲娣说，海口市家庭服务业行
业协会也专门推出了一系列防风险措
施，“比如说给从业人员购买相关保
险，打消从业人员的顾虑，让大家能够
安心去工作。”

除此之外，家政服务行业企业也
在努力“自救”。大嫂家政公司和58
海口公司等多家家政服务公司都开通
了新业务：为企业、小区、家庭等提供
专业消毒服务。“我们在京东、美团等
App上都做了相关的业务推广，希望
更多有需求的用户知道我们的这一项
新服务。”栗臻说道。

“这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最主要

的还是要建立起客户对家政服务人员
健康情况的信任。”58海口公司负责
人说，“我们给客户和家政服务人员双
方都买了相关的疫情保险，如果客户
提出要求的话，我们的家政服务人员
也会配合客户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
同时，58海口公司也趁着这个时期大
力开展线上培训，培训内容涵盖育婴、
早教、菲佣式保姆等等。

“我们鼓励员工线上接单、线上面
试，公司也提高了员工的订单成交奖
励金，以此鼓励大家以更好的状态走
上岗位，获得客户的认可，用优质服务
拉回订单。”栗臻说，该司为了留住客

户，还为已签约的客户免费延长了1
个月的合同有效期。

尽管眼下家政服务行业受到了一
定冲击，在行业内干了10多年的梁莲
娣仍然对这一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她说，根据该协会2019年的一次统计
结果来看，海口市50多万个家庭中，
40%以上的家庭都用过家政服务。“这
说明于很多家庭而言，家政服务是刚
需，”梁莲娣认为，“在二胎政策和老龄
化加剧的形势下，这个刚需将会越来
越明显，我们现在要稳住心态，练好内
功，相信行业很快就会恢复如常。”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侯赛

“感谢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医
护人员，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你们是
点亮夜空的星星，给予我生的希望
……”3月13日，对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副院长高炳玉而言是难忘的
一天，因为今天又有不少患者出院，一
位患者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封感谢信。

从1月27日驰援湖北荆州到现
在，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单日管理患

者最多时达517人，截至3月11日，
已降至21人。高炳玉和战友们在援
鄂的46天时间里，他们经历了无数次
与死神的较量。

“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因为不光要
对患者负责，还要对跟我同上战场的
战友们的生命安全负责。”高炳玉说。

当初，谁都没想到，一个乳腺肿瘤外
科医生会主动请战上一线？“我这么年
轻，我不去谁去？尽管新冠肺炎属于呼
吸系统疾病，但医学都是相通的，何况我

还有医疗团队管理经验。”高炳玉说。
就这样，作为首批海南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长，高炳玉率领149人的医
疗队，于1月27日驰援荆州。在荆州
当地天气最寒冷、医疗资源最紧缺、疫
情最严峻的时刻，医疗队第一时间将
队伍重组为6个重症救治组，5个普通
救治组奔赴荆州市及其他6个市县的
9家医院。

每天，高炳玉都是“脑子不停转，
电话不停响”。医疗队接手了荆州的
9家医院后，高炳玉就开始部署各个
医院病区的流程改造。为了让区域划
分和进出路线设计更加科学合理，他

一趟一趟走，一遍一遍改，小小一张图
纸，他反复修改了十几遍，每一个细节
都认真琢磨，每一个环节都谨慎设计。

高炳玉带着战友们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了所有医院病区的改造，为第一
时间收治患者赢得宝贵时间，也为医
务人员筑牢一道安全防线。在整个抗
疫工作期间，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和
受援医院医护人员实现“零感染”。

只有迅速做好流调，阻断传染源，
才能控制住疫情。高炳玉每天与病毒
赛跑，他奔赴荆州各个市县进行疫情调
研，在外忙碌完一天赶回住宿的地方还
要继续整理调研材料写报告、分析数

据、风险评估……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每天忙到凌晨一两点，甚至通宵熬夜。

经过调研，高炳玉深知湖北洪湖
疫情的严峻性，他多次对该地的疫
情、医护力量和防控物资情况进行摸
查，并在第一时间形成调研报告，呈
送给当地的市委市政府。该报告引
起湖北省、荆州市两级疫情防控指挥
部的高度重视，荆州市迅速做出部署
调整，有效控制了当地疫情在局部爆
发的势头，稳住了全市疫情防控局
面，医疗队在稳定荆州疫情中起到了
压舱石的作用。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高炳玉：

与疫情赛跑 为生命护航

儋州推进“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贡献”活动

营造良好氛围
强化精神力量

本报那大3月13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儋州市宣传思想战线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将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为儋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海
南自贸港和西部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营造良好氛围，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
力量。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3月 13日召开的
2020年儋州市宣传思想文化暨意识形态工作会
议上获悉的。

儋州今年将强化舆论引导，全力推进“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活动，激励全
市干部群众投身深化改革开放火热实践。儋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温龙说，儋州市印发有关
活动方案，科学部署，全市宣传思想战线干部职
工全力以赴投入活动中；深入挖掘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在活动中的典型事迹，积极营造比学赶超浓
厚气氛，带动广大市民群众从我做起积极参与，
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奉献”，确保活
动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找准
自身在活动中的位置，做到理论学习有新招、舆
论引导讲政治、文明行动暖人心。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本报嘉积3月13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吴育妹 实习生陈宋釜）
3月13日下午，经琼海市委、市政府
多方组织筹备，琼海市农业农村局、
市红十字会等单位采购的低保户、
贫困户第二批共 429 吨爱心农产
品，自琼海市嘉积镇发往湖北援助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据悉，琼海市长坡镇社学村村

民阮氏绒今年跟乡邻、亲戚借款10
多万元，在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种
植15亩青皮冬瓜，产量约23万斤。
受疫情影响，冬瓜出现滞销。得知
情况后，琼海市农业农村局主动作
为，积极引导收购商上门，以每斤
0.5元的价格收购这批冬瓜，让阮氏
绒倍感暖心。

“非常感谢政府组织收购商收购

青皮冬瓜，让我挣回一些本钱，可以偿
还欠款。”阮氏绒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得知这批青皮冬瓜将作为琼海市的爱
心物资运往湖北，她也觉得自己为抗
击疫情出了份力。阮氏绒还表示，等
卖完这批青皮冬瓜后，她将捐助一笔
钱用于支持湖北人民抗击疫情。

据了解，琼海市今天向湖北捐赠
的爱心物资总重达429吨，价值250

万元。此前，该市各界爱心人士积极
踊跃捐款，总捐款额超过1000万元。
此次购买爱心物资，是从募捐的善款
中划拨采购。其中148.76万元用于
采购该市67个贫困户和4家带贫合
作社、公司的约393吨扶贫农产品，包
括鸡、鸭、鹅、羊、木耳、大米等。

这是琼海市深入贯彻落实《海南
省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施》

的重要举措，也为琼海市2020年的贫
困户脱贫增收打下良好基础。这批爱
心捐赠物资抵达湖北后，将分发到当
地医疗机构及群众手中。

此外，琼海市扶贫办还将每周继
续收集汇总发布贫困户需要销售的农
产品信息，发动帮扶单位、帮扶责任
人、机关食堂、社会购买扶贫农产品，
确保贫困户顺利度过疫情难关。

琼海采购429吨扶贫农产品支援湖北抗疫
价值250万元

海口家政服务业苦练内功，积极应对疫情

行业高温“转冷”企业求变“越冬”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3 月 11 日 15 时
许，58到家海口公司
（以下简称58海口公
司）通过视频面试成交
了一笔订单。“了解到
该客户确实需要家政
服务人员后，我们近
期一直在主动跟这位
客户对接，积极销售，
并把我们的保障措施
跟客户逐一讲清楚。”
58 海口公司负责人
说，经过一个小时的
面试，客户最终敲定
了这笔订单。

海南日报记者了
解到，目前海口的家
政服务业已经逐步
复工，但由于客户担
心感染风险、客户个
人尚未复工等多种
原因，“人等活干”的
现象普遍存在，为了
减少新冠肺炎疫情
对公司的冲击，包括
58 海口公司在内的
各家政服务公司正
在积极自救。

“客户说她个人很满意，但担心有
感染风险，还需要跟家人商量。”3月
11日17时许，刚刚结束一场面试的
月嫂吕友珍无奈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道。自疫情发生以来，这位往年单子
多得接不完的“金牌月嫂”已经被迫休
息了40多天。

吕友珍是海南大嫂家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嫂家政公司）的签约月

嫂。她回忆，“今年1月接了个单，刚
去干了一个星期，客户家里就有人高
烧，我也不得不进行隔离。”自那之后，
吕友珍就一直赋闲在家。

据了解，大嫂家政公司在海口共
有11家门店，目前复工率达70%，复
工后的订单成交率是往年同期的
30%。与大嫂家政公司类似，58海口
公司3月2日复工，在目前复工率达

80%以上的情况下，订单量只有往年
同期的一半。

“许多家政服务人员在干完一年后，
春节回家时就直接辞职了。因此每年
农历正月十五之后都是一年中订单成
交量最大的时候。”海口市家庭服务业
行业协会负责人梁莲娣告诉记者，海口
市的家政服务企业基本都已复工，但受
疫情影响，目前业务量不如往年同期。

值得注意的是，58海口公司负责
人同时提到，部分口碑好、工作时间
长、客户群相对固定的家政服务人员
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不大，“部分
家政人员在同一个客户家里已经干了
一年甚至几年，和客户之间已经建立
了充分的信任，只要家政人员能够提
供健康证明，大部分客户还是会放心
邀请他们入户服务。”

现象 订单下滑“金牌月嫂”不再抢手

“客户本身对疫情还有顾虑，这是
导致成交订单量低最重要的一个原
因。”大嫂家政公司运营总监栗臻分
析，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部分客户
仍然在家办公，可以兼顾做家务，这也
让曾经的刚需不再“刚”，用工需求不
如往年同期旺盛。

“考虑到客户的顾虑，针对现阶
段的订单，我们启用的都是在海口

隔离了 14天的家政服务人员。”栗
臻坦言，客户对外地户籍人员的顾
忌也是订单减少的一个原因。据他
说，吕友珍结束隔离后，曾去另一位
客户处面试过，虽然履历令人满意，
客户最终还是选择了观望，“可能是
因为吕大姐的户籍是湖北籍。”栗臻
摇头，“哪怕我们已经拿出了吕大姐
近几个月一直在海口的证据，也无

法说服客户。”
“公司复工后，已经接到活的护理

员均为隔离了14天且在医院做了相
关检查才上岗的。”海南家美乐家庭服
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美乐公
司）负责人说，为了让客户放心，该公
司专门将员工宿舍作为临时隔离点，
安排所有复工员工在此隔离14天后，
方能上岗。

少部分家政服务人员也心存顾
虑。家美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司在2019年底曾以菲佣的标准对60
名家政服务人员进行了培训，“本来准
备让他们今年开春更好地投入工作，
结果现在却有一半人都因为害怕疫
情，不愿意出来接活，又或者是员工本
人有意愿上岗，家人却出于担心，不同
意他们回来复工。”

海南健康码
提供一次改色机会
误填信息导致红黄码用户昨起可修改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罗欢 陈霞 肖秀金）海南日报记者3月13日从省
大数据管理局获悉，即日起，海南健康码提供一次
改色机会，因每日打卡、承诺书以及抵琼自填信息
有误，导致获红码或黄码的用户，可纠正转绿码。

具体操作路径为打开健康码首页——健康信
息复核——复核修改——提交。

省大数据管理局提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
康，在复核修改时，用户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在复核修改时谎报、瞒报真实情况套取
绿码的，相关行为将被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对申请
人进行媒体公开曝光，并将其转为“红码”进行惩
罚。希望健康码用户严格遵守规则并相互监督，
共同维护全省疫情防控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分析 疫情未退 客户雇工心有余悸

对策 苦练内功 主动求变“各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