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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布各市县武汉抵琼
人员核酸检测采集点信息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记者马珂）4月 11
日，省卫健委公布了各市县指挥部指定的核酸检
测采集点和咨询电话，以方便群众咨询和了解核
酸检测采样机构相关信息。

据悉，根据省指挥部《关于做好近期武汉返琼
来琼人员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4月8日后
武汉返琼来琼人员，有固定住所或单位的，须在抵
琼后24小时之内，前往居住地所在市县指挥部指
定的采样机构做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扫二维码，查看海
南各市县武汉抵琼人
员核酸检测采集点和
咨询电话。

4月10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4月10日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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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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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39例、三亚市54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例、
琼海市6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例、澄迈县9
例、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县4例、定安县
3例、保亭县3例、乐东县2例、琼中县1例。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6606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597人，
尚有9人正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29例，
10日无新增，累计解除隔离22例，尚在医学观察7
例（6例为境外输入、1例为湖北输入）。无症状感染
者中，海口市7例、三亚市18例、东方市2例、陵水县
1例、万宁市1例；22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输入（输
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今年以来共举办16场消费扶贫活动

儋州卖出
550万元扶贫农产品

本报那大4月11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儋州市全力减少疫情对农业和脱贫攻坚的
影响，在儋州扶贫馆农产品体验店展开线上、线下
销售，推销受疫情影响滞销的农产品，今年至4月
11日止，共举办16场“爱心扶贫大集市”“春风大
行动”“抗击疫情、爱心助农”等消费扶贫活动，促
进扶贫农产品销售，确保脱贫群众增收，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截至4月11日，儋州干部职工共购买
550万元的扶贫农产品。

4月10日至11日，儋州市消费扶贫“春风大
行动”首场活动举行，共有18家“带贫”企业（合作
社）、60名脱贫村民携带86种扶贫农产品参加，
两天共卖出扶贫农产品100多万元。儋州市四套
班子领导成员带头购买红米、蜂蜜、儋州红鱼等儋
州特色扶贫农产品。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带头
作表率，把日常消费行为与爱心行为结合，踊跃参
与消费扶贫活动，以实际行动帮助脱贫户巩固脱
贫成果。

针对疫情导致的影响，早在2月26日，儋州市
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就下发通知，开展“抗
击疫情、爱心助农”消费扶贫活动，要求各镇至少组
织一场消费扶贫活动，以行政村为单位，展销“带贫”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自种自养的扶贫农产品。

接下来，儋州将持续加大扶贫农产品促销力
度，把消费扶贫贯穿全年。儋州市扶贫办将为扶
贫产品登录爱心扶贫网、中国社会扶贫网等国家
和省销售系统提供支持。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把
扶贫产品销售纳入全市农产品促销体系。

■ 本报记者 刘操

4 月 10 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北
冲溪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网格员
万晓萌用 10 分钟时间，在调试完
毕不久的海南政务便民服务站智
慧政务机上查询并打印了社保和
公积金信息。

“北冲溪社区居住有 2.8 万居
民，海南政务便民服务站的开通，
将让社区居民办事少进门、少跑
路、少折腾。”万晓萌说，她感受到
了政务服务的高效和便捷。

伴随着400个海南省政务便民
服务站4月 11日正式上线，群众只
要带上身份证，就能在家门口的智
慧政务便民服务站“刷脸”自助办
理公安、社保、公积金等153项政务
事项。

省时省力
携带身份证就近办业务

4月11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省政务服务中心内体验了海南政务便
民服务站内的智慧政务机。机器触摸
屏界面设置了公积金业务、社保业务、
出入境业务、交警业务、派出所证明业
务、户籍治安业务等栏目。

记者点开派出所证明业务，根据
系统提示，将身份证放入二代身份证
感应区，2秒后页面就读取出了身份
信息，并开启人脸识别。记者在触摸
面板上填写“现住址”等信息后，屏幕
迅速呈现盖有电子公章的证明件。点
击打印按键，证明件即从政务机中打
印出来。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穆克瑞介
绍，今年初，我省在各市县（区）的人

流密集场所投放了 300 台“警务便
民服务站”自助服务终端。11日上
线的政务便民服务站与此前的警务
便民服务站场所、数据、功能融为
一体，更加便民、智慧，在简化办事
程序，惠及老百姓的同时，也解放
了警力。

“社保部门第一批上线的业务涉
及养老、医疗保险信息查询等。”省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副局长何先英认为，
政务便民服务站的上线打破了社保服
务的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参保人
只要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就近办理事项
并打印证明。

“线下的打印功能解决了很多办
事群众以往的难题，这也意味着未来
到办事窗口来办理业务的群众会减少
很多，我们的工作压力将降低。”省住
房公积金管理局副局长黎富才说，政

务便民服务站上线以后，群众办理公
积金业务将更加方便。

全天运行
每台政务机有专人指导

“以前要请假，跑3个地方才能
办完的业务，现在下了班，买菜、逛
街的时候就能在一台机子全部办
完，真的特别方便。”4月10日，在建
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大英山支行工作
的王琳成为政务便民服务站的首批
体验者。

据了解，全省政务便民服务站内
都放置了智慧政务机，许多政务机可
实现24小时办理业务。建行大英山
支行是最早设置政务便民服务站的银
行网点之一，站点设置在24小时自助
银行区域，24小时提供服务。

在建行大英山支行政务便民服务
站，王琳查询了个人户籍关系信息，打
印了公积金明细和社保证明。“原本需
要前往社保、公积金、公安3个部门办
理的3项业务，如今在政务便民服务
站就能一次性完成。”

“我们选派店员提供专业服务，他
们会给市民进行指导。在超市设置这
一设备，可以方便市民就近办理业
务。”海口旺佳旺四季华庭店店长王定
华表示。记者获悉，目前全省政务便
民服务站均安排专人为办事群众提供
操作指导和咨询服务。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郑锋表示，
省政务便民服务站通过线上线下高度
融合，让数据多跑路，使群众就近就可
以办理高频事项，大大提升了群众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我省政务便民服务站上线，153项政务事项可就近自助办理

“窗口”开到家门口“刷脸”就能把事办

笑中带泪
心愿绕不开家人

在湖北抗疫时，“家人”是海南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不想触碰又不可
避免的话题，一旦提起，惹泪无数。
如今，再度看到丈夫抱着孩子、女友
带着蛋糕、单位同事捧着鲜花前来迎
接，许多队员忍不住红了眼眶。

见到丈夫抱着自己1岁5个月的
孩子来迎接，海南省中医院脑病科护
士陈洁芳非常激动。从女儿满周岁
直到现在，陈洁芳忙于工作，紧接着
驰援湖北抗疫，3个月没看到孩子，她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宝宝拍张
全家福，给她补过1周岁的生日。”

许多队员是瞒着家人报名前往
湖北支援的。海南西部医学中心重症
医学科护士黎丽梅就对外公外婆充满
了歉疚，“我想第一时间去看外公外

婆，他们身体不好，又很疼我，所以我
一直没告诉他们去湖北的事情。”

疫情暴发之初，尽管主动申请前
往湖北支援抗疫，但海南省中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医师林泽辉也做好了“可
能回不来的打算”。“走之前把自己的重
要物品都交给了爱人，她一直说‘你不
用讲这些东西啦’。”林泽辉说，现在终
于能平安回家了，以后会多陪家人。

说起回家后的心愿，同济文昌医
院肾内科护理师张威笑眯了眼睛，她
最期待验收丈夫的新成果：“他是在
我支援湖北期间开始学做菜的，只要
是他做的，我都想尝一尝。”

久违拥抱
心真正踏实了

还记得，3月28日下午，我省最
后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返琼时，

在美兰机场等候的队伍里，响起了此
起彼伏的喊声：“贾云山！你老婆回
来了！”

原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医生王晓闪的丈夫贾云山在机场工
作，这让她成了归乡医疗队中第一个
见到家人的队员。

“需要隔离，还不能拥抱，我们对
个拳头吧！”当贾云山想给妻子一个
拥抱时，王晓闪“拒绝”了。

11日，贾云山赶到医院接王晓
闪回家。他默默站在人群边上注视
着妻子。等妻子参加欢迎仪式、等老
婆表演手语舞、等老婆和科室里的同
事们拥抱合影……终于，在妻子“忙”
完所有事后，他三步并成两步走上前
去，紧紧抱住了王晓闪。

“这个拥抱等了好久！”贾云山
说，妻子离开家50多天了，他没有一
天不在担心，“刚刚那一抱，心才真正

踏实了。”
相比贾云山的耐心，1岁多的琦

琦可是等不及了。他嘴里边念叨着
“爸爸”，挣脱奶奶和妈妈的手，穿过
数十人的队伍，终于抱住了爸爸的
腿。琦琦的父亲、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医生王会豪一
把将孩子抱起来，笑得特别开心：“在
湖北和孩子视频，就算我戴着口罩和
帽子，他都能一眼认出我。”

同样被家人当面送惊喜的，还有
海南支援湖北疾控队员、海南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技师曾祥洁。当她走下
大巴车时，等在路边的15岁儿子捧
着鲜花，扑向她的怀抱。“儿子还是第
一次送我花，他平时比较腼腆，没想
到会抱着我哭起来。”曾祥洁笑着说，

“去湖北的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
现在能平安回家感觉真的太好了！”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心稳稳降落 爱触手可及
——最后一批358名海南支援湖北医疗队员解除隔离侧记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计
思佳 陈蔚林 实习生陈俊翔）4月11
日18时，结束了一天的驻校工作，来
自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李海珍
开车回家。匆匆吃了晚饭，取了几件
衣服，她又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师范大
学海口附属学校，“明天又有1200多
名学生返校，学校的防疫工作任务
更重了，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

根据相关工作方案，我省各市县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要为每一所学
校（幼儿园）确定一所定点联系医院，
原则上为每一所学校（幼儿园）选派
至少1名高水平的医疗卫生专业人
员，从开学之日起应至少驻校两周，
指导学校（幼儿园）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学的中学均有医
务人员进驻。

因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学生全部住校，学生返校后，作为“抗
疫专员”的李海珍同4位校医一直吃
住在学校，为学生提供24小时贴身
服务，即使到了晚上，要打起十二分
精神，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4月7日21时许，北京师范大学
海口附属学校初三年级学生正在上
晚自习，一名男生向班主任反映自己
头痛。班主任对男生测温后，发现有
发热症状，立即将其带到隔离室。李
海珍和校医给男生用水银体温计重
新测量体温，仔细询问了他最近的身
体状况，行踪轨迹，初步判断应是熬
夜、着凉导致。同时，立即通知家长
将男生带到定点医院观察、诊断，经
过核酸检测以及血常规检测后，确认
不是新冠肺炎。

“正因为大家的24小时值守，让
这起发生在晚上的发热事故得到了

及时、妥当的处理。目前这位学生体
温已经恢复正常，还在家中休养。”校
医邓远婷说，校医对学生的情况更为
熟悉，但平时主要处理的是学生的擦
伤、扭伤等状况。新冠肺炎疫情很复
杂，除了发热，拉肚子、干咳、咽喉痛
都有可能是发病症状。派到学校的
驻点医生都有多年的临床经验，对于
病情的诊断、处置更为专业，为学校
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力量。

同时，当学生身体出现异常情况
时，“抗疫专员”的判断也更让家长信
服。4月6日，海南枫叶国际学校初
三、高三学生陆续返校。返校当天，
学校的校医和驻点医生全部站在校
门口值守。“我们对一名体温异常的
学生进行多次测量，他的体温一直在
37.1℃到 37.4℃之间徘徊。出于安
全考虑，我们还是要求家长带学生去

医院进一步诊断。还有一名从湖北
返回的学生，当天返校正好是隔离期
第14天，我们也建议学生回家再观
察1天，隔离期满后再返校。”海南枫
叶国际学校校医陈晓芳告诉记者，当
驻点医生再和家长沟通时，家长们都
很快被说服，并全力配合。

“在家长们心中，临床医生的判
断和建议更具有权威性，他们更愿意
接纳。”陈晓芳认为，“抗疫专员”在定
点医院、学校、家长中间搭建起了很
好的沟通桥梁。

海南中学副校长陈辉也表示，其
他年级学生即将陆续返校，各个学校
的防疫工作任务愈发艰巨。“抗疫专
员”的到来不仅为学校的疫情防控工
作增加了人手，更为学校提供了专业
的医学指导和支持，让师生、家长对
于学校的复学复课感到安心、踏实。

我省打造校园“抗疫专员”队伍，为学校防疫提供专业的医学指导和支持

“抗疫专员”驻校 防疫屏障筑牢

关注复学复课

海南寄出13.5万只口罩
支援琼籍华人华侨抗疫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 通讯员黄文慧）4月10日至11日，海南援
助海外琼籍乡亲的13.5万只一次性防护口罩自
海口启程发往海外，将分别寄往阿联酋、新西兰、
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越南、老挝、爱尔
兰等国，支援琼籍侨团和乡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随着疫情蔓延，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疫
情防控物资告急。为此，省涉侨部门抗击疫情统筹协
调办公室主动了解海外琼籍乡亲的实际困难，此前已
向14个国家的26个海外侨团、组织和侨企捐赠一次
性防护口罩25.8万只、一次性医用手套30万只。

我省4家免税店
携手发放“促销红包”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记者赵优 周晓梦
通讯员袁铭悦）海南日报记者4月11日从中国
旅游集团获悉，4月11日至13日，中国旅游集
团旗下海南4家离岛免税运营门店将携手全省
旅游企业，共同推出“助力自贸、免税嗨购”主
题促销活动，携手发放“促销红包”。

据了解，此次促销活动涵盖众多国际一线品
牌，折扣力度大、优惠多,并且全面整合免税店、酒
店、景区、航空公司等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优势
资源，为旅客提供吃、住、行、游、购一条龙优质服务。

➡ 4月11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解除隔离的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王晓闪和丈夫贾云山紧紧拥抱。

■ 本报记者 孙婧 马珂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
川。最美的愿望，是岁月静
好，最暖的前路，是家的方向。

“我很荣幸能为湖北抗疫
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一生
难忘的经历！”同济文昌医院妇
科主管护师云帆第一次彻底摘
下了口罩，美丽的脸庞上化着
淡妆。“我要美美地回家，然后
好好地拥抱家人！”她说。

4月11日，最后一批集中
隔离休养的358名海南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解除隔离，在
欢笑与泪水中依依惜别，登上
了回家的大巴车。至此，全省
7批864名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均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儋州举行教育专员培训会

提升教育专员能力
确保学校师生安全

本报那大4月11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牛伟）4月
11日，儋州市举行学校复学复课教育
专员培训会，提升教育专员业务能
力，进一步明确教育专员工作职责。

据了解，为做好全市复学复课疫情
防控工作，儋州市向各学校派驻教育专
员，督导、协调复学疫情防控工作，检查
各项准备措施落实情况。目前，已有
46名教育专员入驻全市学校点位。

培训会上，儋州市疾控中心专家从
开学前的防控措施、开学后的防控措
施、发热师生应急处置及流程等方面
全面强化教育专员的防疫技能，提升
大家在校园防疫防控中的业务水平。

儋州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教育
专员要主动担当作为，协调解决学校
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确保校园各项
防疫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 4月 11日，在海口市观澜湖
酒店，解除隔离的医疗队队员回家
前合影。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