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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我办负责北京口岸入境赴琼人
员接运管理工作，每天需派员到新国
展工作点为我省境外回国人员提供接
运服务……作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你愿意听从组织安排，战斗在抗疫前
线吗？”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一封由海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以下简称省政府驻京办）发
出的倡议书下，接龙般签上了许多人
的名字。

从3月10日接到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指
示，到3月30日零时圆满完成转运工
作任务，省政府驻京办共帮助来自美
国、韩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4名北京口岸入境赴琼人员顺利抵
达海南，以“严”的操作有效防止境外
疫情输入，用“暖”的服务为转运人员
铺就了回家路。

各司其职
组建接转运联动机制

“做好北京入境赴琼人员接转运

工作，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光
荣使命。哪里有任务，哪里就要有党
组织的坚强领导。”省政府驻京办党组
书记、主任吴彩萍说，自3月10日接
转运工作组成立以来，该办党组多次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就如何做好入境
赴琼人员转运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我
们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让党旗在接转运一线高高飘扬。”

为此，省政府驻京办党组向全办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发出了前往一线
参加接转运工作的倡议。不到一天时
间里，在工作时间不确定、入境赴琼人
员数量不确定、感染风险不确定的情
况下，不仅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踊跃
报名，其他干部职工也积极响应倡议，
自愿报名、整装待发。

3月11日，吴彩萍率领第一批次
共4名人员到新国展实地调研，正式
成立接转运工作组并启动相关工作。
随着北京口岸入境赴琼人员人数持续
增加，工作组又两次调整队伍，最终组
建起以“80后”“90后”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为骨干的14人执行小组，分两组
以每组连续工作3天、隔离休息3天
的方式开展工作。

其他未能被派到一线的人员也主
动作为，为执行小组筑牢大后方。省

政府驻京办秘书处二级调研员方军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原本因为疫情而停
业的北京海南大厦，也主动承担起执
行小组的后勤保障工作。

3月30日凌晨，收到执行小组即
将从新国展撤回的通知，北京海南大
厦总经理高原一行特地赶到酒店门口
等候勇士凯旋。“暖气开了，热水烧了，
夜宵做了。”期间，高原发给吴彩萍的
信息只有寥寥数字，却让大家感到十
分温暖。

严把关口
全力做好接转运工作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潜伏期长，为
最大程度做好“防输入”工作，入境进
京人员新国展集散点指挥部规定，除
须做核酸检测的入境人员外，其他入
境人员抵达新国展后须在24小时内
离京，并且全程不脱离监管视线，确保
不滞留、无遗漏。

根据流程，入境人员抵达首都机场
后，要逐一接受体温筛查、信息核录，有
发烧、咳嗽等症状及服用药物人员由救
护车送至指定医院进行核酸检测，无异
常症状人员由接驳车送至新国展。

从抵达新国展到离开北京飞往海

南，入境赴琼人员的监管和服务工作
便由省政府驻京办执行小组负责——
在新国展，执行小组首先要对入境赴
琼人员进行信息登记、体温测量，并第
一时间安排专人专车将其送至指定酒
店。翌日，执行小组还要根据返琼航
班出发时间，安排专人专车将入境赴
琼人员提前至少3小时送至机场，并
协助做好健康码、行程码扫描登记等
工作，待其通过安检口后方能返回。

“转运人员安全到达海南后，执行
小组还要确认其抵达和隔离信息，并向
有关部门反馈。”省政府驻京办党组成
员、一级巡视员张绪明说，“在人员严重
不足、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许多同
志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服务五六个
小时更是常态，但没有一个人叫苦、退
缩，只想全力做好接转运工作。”

贴心服务
赢得转运人员支持配合

回到海南很长时间，从北京口岸
入境的赴琼人员还时不时向省政府驻
京办工作人员发去问候信息。

为了更好地为转运人员提供服
务，了解并记录他们抵琼后的状态，执
行小组人员一接到转运人员就会主动

添加微信，与他们保持联络。
周到的服务还体现在接转运工作

的方方面面。省政府驻京办接待处一
级科员郑强介绍，为了减少转运人员
等候时间，执行小组安排了3辆小轿
车、1辆面包车、1辆中巴车作为专用
转送车，根据转运人员人数安排合适
的车辆接送，有时一辆车一天内要往
返新国展和指定酒店4个来回，车程
超过100公里；为了缓解转运人员的
焦急情绪，执行小组在转送车上和酒
店内摆放了“海南欢迎你回家”标牌，
并主动给转运人员发放防护用品等。
转运人员对执行小组的接转运工作也
十分支持配合。

他记得，有一次，执行小组的驾驶
员谢尧无意间得知一名转运人员因舟
车劳顿脊椎旧疾复发，便主动提出为
其提供帮助，“当时已经是深夜11点
多了，谢尧开着车找了好久，找到了对
症药物和热水袋，大大缓解了该名转
运人员的痛苦。”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吴彩萍表示，省政府驻京办将坚决服
从大局，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诠释使
命担当，为北京入境赴琼人员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

（本报海口4月5日讯）

20天接转运144名入境赴琼人员，省政府驻京办筑牢境外疫情输入“防火墙”

“严”字当头防输入“暖”字铺就回家路
4月4日0时至24时

海南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海口4月5日讯（记者马珂）4月5日，

省卫健委公布：4月4日0时至24时，海南省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
病例0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0例。无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4月4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亡
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海口39
例、三亚54例、儋州15例、文昌3例、琼海6例、万
宁13例、东方3例、澄迈9例、临高6例、昌江7例、
陵水4例、定安3例、保亭3例、乐东2例、琼中1例。

截至4月4日24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595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540人，尚有55人正在接受
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4月4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28例，当日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已解除隔离22例，尚在医学观察6例。无
症状感染者中，海口7例、三亚18例、东方2例、陵
水1例；7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
1例、西班牙1例。

涉嫌隐瞒澳门旅居史

一男子被琼海警方拘留5天
本报嘉积4月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冼才华）4月5日上午，琼海市公安局博鳌派出所
依法对返琼入琼海期间涉嫌隐瞒澳门旅居史的违
法嫌疑人杨某竹进行行政拘留。

据介绍，从澳门返琼入琼海期间，违法嫌疑人
杨某竹为了不遵守“境外返琼人员隔离14天”的
规定，在3月21日18时40分自珠海机场乘机抵
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后，故意选择在3月22日13
时30分许从美兰机场转机飞往广州机场，并于3
月23日0时30分许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码头坐
船至海口秀英港码头，最后回到琼海市博鳌镇某
小区。直至3月28日，杨某竹都未将相关信息主
动上报，隐瞒自己的澳门旅居行程。

博鳌派出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所于3月30
日开始对杨某竹的澳门旅居史开展调查，在确认
杨某竹存在违法事实后，于3月30日至4月4日
期间将其安置在琼海市指定的集中隔离点（一酒
店）进行隔离并调查取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博鳌派出所依法对杨某竹作出行政拘留5天
的处罚决定。

万宁一口罩厂
日产口罩18万个

本报万城4月5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文
贝）“把耳带焊到口罩左右两条边上，一个口罩
基本上就完成了。”4月5日，在位于万宁市后安
镇乐来墟的口罩加工厂，今年37岁的车间工人
李亚妹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她加工制作的口
罩。这是万宁目前唯一的口罩加工厂，日产口罩
18万个。目前，万宁大部分的超市和药店都有
充足的口罩货源。

这个口罩加工厂由海南良行新型医用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行公司）组建，从2月中旬筹
建到3月5日投产，仅用时半个月。

记者来到口罩加工厂机械生产车间，还未进
门便听到机械作业声，几名工人正在“打片机”前
忙碌。“打片机”的前端有一蓝一白两卷原材料，其
中蓝色的是“无纺布”，即口罩的外部两层；而白色
的则是“熔喷布”，即口罩的中间层，这也是口罩真
正起到防护作用的“核心”。随着机器滚动作业，
成型的口罩片接连从出口滑出，工人将成型的口
罩片送至人工车间焊接耳带。

人工焊接车间内有约20名工人，分坐在10
张桌子两端，每张桌子上都有2台点焊机。这些
工人负责将耳带焊接到口罩片的左右两边上。

李亚妹是口罩加工厂附近的居民，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以后，一直待业在家。前不久，良行公司
的口罩加工厂招工，她得知消息马上报名，“现在
疫情得到了控制，上班也方便了一些，在这里工作
待遇不错，很安心。”

在这个口罩加工厂，像李亚妹一样的工人还
有不少。目前该口罩加工厂有60多名工人，他们

“三班倒”满负荷生产口罩。
良行公司总经理杨战国介绍，目前该口罩加

工厂已有5条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线投产，按照
YY/T0969—2013的执行标准（一次性医用口罩
医药行业标准）生产一次性民用防护口罩。

据介绍，该口罩加工厂3月5日正式投产。
“万宁市委、市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
杨战国说，当地政府不仅在项目审批方面开绿
灯，还帮助口罩加工厂招工人，为原材料引进开
绿色通道，“口罩加工厂目前正满负荷生产中，
供给省内各复工复产企业。下一步将扩大销售
范围。”

文明祭扫 严防火患

◀上接A01版
4月5日上午11点至5月5日晚上12点，消费者
可从美团外卖APP首页专区入口进入“陵水电子
消费券活动专区”页面，或微信小程序搜索美团外
卖，进入首页点击领取电子消费券。

此消费券仅在活动专区内的门店方可使用。
每个电子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5天内有效，每日
限领一张，使用消费过后次日方可再次领取，电子
消费券上均有标注使用的起止时间。电子消费券
过期作废，未使用的电子消费券将被回收，回收的
电子消费券将后续滚动发放。根据电子消费券的
发放规则，消费者先领先得，领完为止。

陵水将发放上万张电子消费券■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吴智远

近日，海南省首例海洋环保民事
公益诉讼案一审判决，判令被告海南
中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陈锶、海口浏
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环境
污染损害860万余元，同时支付鉴定
评估费47.5万元和公告费800元，并
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在案
件办理过程中，海南检察机关综合运
用检察监督“组合化”“一体化”机制，
取得了良好效果。

自2018年10月起，不断有市民
举报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美丽沙附

近海域存在船舶非法倾倒垃圾污染海
洋环境的情况。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
永兴海洋检察室获悉线索后，用无人
机拍摄到3艘船舶在美丽沙西侧一临
时码头装运建筑垃圾，驶出约1公里
就将全部垃圾倾倒进海里的高清视频
并上报。

随后，海口市检察院通过实地
勘察、外地调查，走访多个行政执法
部门，详细掌握案件事实。为查明
上述3被告倾废行为造成的具体损
害，海口市检察院依法委托生态环
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损害数
额进行了鉴定。经评估，涉案船舶

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中含有多种有
害有毒物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量
化计860万余元。

固定证据后，公益诉讼起诉人海
口市检察院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以上述3被告多次实施非
法海上倾废行为并造成海洋生态环境
损害为由，诉请判令3被告连带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汇公司未
就案涉建筑垃圾倾倒入海行为办理
海洋倾废许可证，其海上倾废行为
已构成违法，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
了实际损害及持久影响，亦侵害了
美丽沙海域周边民众所享有的美好
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陈锶系涉案
非法倾废行为的组织协调方，并派

遣其所有的船舶实施非法倾废行
为，且收取了大部分工程款；浏源公
司由初期监管不力演变成放任协作
并共同实施非法倾废行为，故 3被
告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对所造成
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责
任。综上，法院依法支持了公益诉
讼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就此案采访
了办理该案的海口市检察院检察官樊
光裕。他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需
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国
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
许可证后，方可倾倒。”本案中，中汇
公司未取得海洋倾废证，擅自向海洋

倾倒建筑垃圾，其行为违法。陈锶在
明知中汇公司无证倾废的情形下，仍
将个人所有的船舶直接用于非法倾废
活动，与中汇公司构成共同侵权。浏
源公司出车参与非法倾废，实际上是
以合同分包为名，行非法倾废之实。
根据相关规定，3被告应当对所造成
的海洋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靓丽
名片。可总有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
破坏生态环境。检察机关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就是要让违法者为其
违法行为买单，并通过本案警示社会

‘环境无价、损害担责’，为海南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添砖加瓦。”樊
光裕表示。

（本报海口4月5日讯）

海口检察机关发挥检察监督职能，让海上非法倾废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公益诉讼剑指海洋污染
“公益诉讼·以案说法”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今年清明节，儋州市网上祭扫成
为新时尚。儋州市民政局3月28日
开通网上祭奠平台，市民可通过居家
追思、经典诵读，以及网上献花、上香、
点蜡和祭酒等虚拟方式，祭奠先烈和
亲人。截至4月5日19时，在网上祭
祀先烈和亲人的儋州市民和儋州籍
人员已逾125万人次。同时，到公墓

实地祭祀的市民大幅减少，清明假期
首日，约1800人到儋州篓青岭中心
陵园祭祀，比去年同期减少八成。

今年清明假期前两天，大量儋州
市民在网上祭奠先烈。在儋州市民政
局开通的“绿色清明网上祭祀”平台的

“追忆先烈”模块。儋州市公安局西华
派出所原所长、“海南省首届时代楷
模”公安部二级英模朱国茂的条目下，
网友“周梅秋”献花后留言：“为了履行

‘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你们
用忠诚与生命，扛起了祖国人民的重
托，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安宁。”

革命前辈虽然大部分没有留下
名字，却被儋州市广大市民铭记在
心。在儋州市烈士陵园、渡海先锋营
登陆点等条目下，众多网友纷纷祭
奠、献花。网友“刘斌cn”留言：“革
命先烈们，你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
你们的死重于泰山，你们与青山同

在，你们与大地永存。你们永远是我
们心中的一块丰碑。”

4月4日，许多儋州市民在网上悼
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
逝世同胞。网友“伦恒源”在“绿色清明
网上祭祀”平台献花并留言：“你们是最
美的逆行者，你们是人间的天使。”

众多市民在网上文明祭奠亲人，
虽然网上献花、上香、点蜡和祭酒等
是虚拟的，但思念逝去亲人的情感是

真挚的。网友“^^金子的光芒**”献
花祭奠母亲：“感谢您给了我生命，我
一定会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网
友“葛婷”点蜡祭奠奶奶：“好想好想
您，下辈子您还是我的奶奶。”网友

“孟祥宏”献花祭奠父亲：“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您的百日、春节和清
明都没能到您墓前祭拜，对您的哀思
都在我们的心里。”

（本报那大4月5日电）

儋州逾125万人次网上祭祀，线下祭祀人员大幅减少

网上献鲜花 真情祭先烈

4 月 5 日，市民在位
于海口金牛岭公园的解
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
门口扫二维码参与网上
祭英烈活动。

据了解，为落实疫情防
控要求，同时满足烈士家属
清明期间祭扫需求，4月2
日起至4月8日，解放海南
岛战役烈士陵园不向普通
参观者开放。烈士亲属进
出陵园时需登记身份信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指尖祭扫
追思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