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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马
珂）6月18日上午，到五指山市番阳
镇卫生院看病的村民符兴才发现医院
将体温监测点又前移了。一条警戒线
设置在了医院院区中间，曾经在门诊
楼门口的护士手持温度测量仪前移到
了警戒线处，严把体温关。同时，五指
山市区居民周先生在近日看到了物业
贴在楼门口的告知书，请5月30日以
来到过北京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向社区
报备。五指山市老百姓察觉到的变
化，反映的是我省近期防疫防控的系
列举措。

据悉，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发展，我
省采取精准化疫情防控，严把各个疫
情防控风险点，由点及面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常态化防控策略，防止

疫情扩散。
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金玉明介

绍，我省目前实施分区分级风险管控
和健康申报工作。对来自北京市中高
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两次核酸检测
和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两次核酸检测时间分别为抵琼后的第
1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3天。
隔离结束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方
可放行。对来自北京市中高风险以外
地区的人员（通过轨迹查询识别），应
持有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应在抵琼
后第一时间在入琼口岸采样进行核酸
检测，检测结果出来之前，集中隔离等
待结果，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放
行。所有北京入琼人员，在入琼口岸

通过查验海南健康码进行健康申报。
对潜在风险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和追踪
管理，做到应检尽检。

另外，金玉明介绍，我省加强对有
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在琼人员管控工
作。同时，加强农（集）贸市场管理，要
求农（集）贸市场严格落实清洗消毒措
施，坚持从业人员戴口罩的管理措
施。要对进口水产品和冷冻肉类等食
品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抽样检测，加强
食品安全检测管理。

近日，为进一步巩固我省当前防
疫成果，严格强化各类防控机制、措施
落实，推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关口
前移，省卫健委下发《进一步加强常态
化防控形势下发热门诊等医疗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市县卫生健康委和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进一步强化预检分诊
和发热门诊规范设置和管理。严格落
实我省相关预检分诊、发热门诊设置
建设和管理相关要求，持续做好预检
分诊和发热门诊管理工作，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可结合预约诊疗工作，开展
先线上后现场的两次预检分诊等。医
疗机构要对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对
其他人群实施“愿检尽检”，通过开展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时发现新冠病
毒感染者和院内感染的风险，做到精
准防控。

金玉明提醒，5月30日以来到过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或接触过该市
场相关人员的居民，应立即向所在社
区如实报备相关情况，并按要求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其次，近期如无

必要，不要前往北京市公布的中高风
险地区。不食用生冷食物，处理食物
的案板、菜刀、餐具要做到生熟分开并
及时彻底清洗，处理生鱼、海鲜、生肉
后应立即洗手。要保持个人防护意
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
持安全社交距离；不扎堆、不聚会，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
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疗，就
医过程务必佩戴口罩并尽量避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农贸（批发）市场、商
场、超市等食品经营户要把好食品（食
用农产品）进货关，严格索证索票和进
货查验，严防来源不明食品（食用农产
品）流入市场。有关防控政策及知识
可咨询12345热线。

我省实施精准疫情防控措施
严守疫情风险点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
思）6月18日，太平洋保险海垦广场精品车展在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的海垦广场热闹开场，颇受市
民喜爱的多款名车以及24个汽车品牌悉数登场，
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汽车盛宴。

在现场，奥迪、东风日产、广汽本田等大众喜
爱的汽车品牌带着旗下热门车型悉数亮相，受到
广大市民欢迎。据介绍，本次车展中，主办方携
手海南地区汽车行业各品牌4S店开展市场营销
活动，推出优惠的购车折扣，在让利于广大汽车
消费者的同时，力促汽车销量更上一层楼。同
时，海垦广场携手场内餐饮、服饰等各大商家推
出丰富的营销活动，市民可以在欣赏豪车靓车的
同时，走入广场内，以优惠价格品尝美食，尽情
购物。

此外，为做好防疫工作，主办方组织人员提前
对车展现场进行专业消杀。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
都要扫描健康码，测量体温，戴口罩。现场还免费
提供酒精、免洗洗手液等消毒用品。

据了解，车展将持续至本月 21 日，每天
的展出时间从 16 时至 21 时。此次车展由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主办，海垦广场协办，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
司承办。

海垦广场精品车展持续至21日

本报讯（记者孙慧）近日，我省公
布了省一级保护古树名录。该名录是
根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的统一部署，通
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第二次古树名木
资源普查而获得，依据普查结果和《海
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认定全
省一级保护古树（树龄300年以上）
1081株。

这1081株古树隶属于34科，55
属，74个物种。数量最多的树种是高
山榕、荔枝、酸豆、榕树和红柯。在这
1081株古树中，树龄最大的古树是一
株生长在东方市新龙镇龙卧村的酸豆
树，该村有3株酸豆树树龄超过1000
年。

古树名木是研究植物、地理、水
文、气候、生态、文化的活标本，是宝贵
的森林资源。为保护好我省古树名木
资源，我省将编制古树名木保护规划并
认真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定期组织开展
资源普查，向社会公布古树名木保护名
录，设置保护设施和保护标志。

我省公布1081株
一级保护古树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17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17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71例，其中境外输入 2
例。住院病例2例，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3
例。确诊病例中，海口39例、三亚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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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941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813人，尚有128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17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6例，其中解除隔离34例，
尚在医学观察 2 例［1 例浙江输入、1 例刚果
（金）输入］。3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7例、
三亚22例、东方2例、陵水1例、万宁1例、琼海
1例、乐东1例（原三亚市报告病例，按现住址归
属乐东）、定安1例；28例为境内，8例为境外输
入［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刚果（金）1例］。

6月17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吉秋平）实行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全省统筹统收统支后，我省
医保基金互助共济作用明显增强。
今年1月至5月，全省拨付各有关定
点医疗机构医保预付金18.93亿元，
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资金周转
困难。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18日
从省医保局了解到的消息。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初，我省
就把确诊、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的诊疗救治，纳入参保人的医保基金
支付范围，并对定点医疗救治机构医

保基金实行预付，以实现“三个确
保”，即：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
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
响救治、确保用于救治的药品耗材的
招采配送不受影响，医保“定心丸”作
用得到发挥。全省拨付各有关定点
医疗机构 1 月—5 月医保预付金
18.93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
构资金周转困难。我省还相继出台
了缓征、减征医疗保险费政策，为企
业减负10.44亿元，用真金白银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

近年来，我省坚持稳健持续、防

范风险，根据我省实际合理确定筹
资标准，均衡各方缴费责任。提高
医保基金统筹层次，强化基金运行
管理，加强风险预警，确保基金稳健
可持续运行。逐步完善筹资调整机
制增强基金共济能力。建立健全城
乡居民医保筹资分担和调整机制，
逐年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加大居民
医保财政补助力度，近两年的新增
财政补助一半用于提高大病保险保
障能力。2019年，全省城镇从业人
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
入分别为98.03亿元和54.86亿元，

累 计 结 余 分 别 为 159.75 亿 元 和
40.18亿元。

我省还率先在全国实行省级
统筹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2012
年，我省率先实行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医保基金省级调剂金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今年我省在全国率先
实行医保基金省级统筹统收统支
管理模式，解决统筹区过多、层次
过低导致的待遇政策不一致、管理
分散、能力弱小等突出问题，有利
于加强地区平衡，强化基金整体抵
御风险能力。

今年前5个月全省拨付定点医疗机构医保预付金18.93亿元

真金白银夯实医保“定心丸”作用

收入分别为98.03亿元和54.86亿元
累计结余分别为159.75亿元和40.18亿元

我省出台了缓征、减征医疗保险费政策
为企业减负 亿元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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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颇考究，营养更丰富

粽子当早餐，开启幸福一天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张苏民 美编：杨薇

定安：一颗粽子的早餐营养学

一天之计在于晨。漫
步定安古城，脚踏青石板，
袅袅炊烟升起的老街粽香
四溢，定安大街小巷的早
餐店渐渐人声鼎沸。在这
里，人们对粽子情有独钟。

“一颗粽子一杯茶。”
食客的点单声此起彼伏，
刚出锅的定安粽子还冒着
热气，餐厅里的服务人员
忙得团团转，火速剥开粽
叶，连带那杯清茶一并端
到食客面前。

老定安人对粽子有着
极特殊的感情。常言道，
早餐要吃好，在定安人的
食谱里，早餐吃一颗粽
子，可谓好。细看那粽
子，表面如同翡翠碧玉，
更有一种低调幽远的植物
清香。被切成了四瓣后露
出了丰富的内在——猪
肉、蛋黄，色泽诱人，糯米
的软绵更丰富了定安粽子
的口感。

吃口粽子，喝杯茶，这
简单而又营养的早点，是
大自然的馈赠，赋予人们
“一日之计在于晨”的健康
能量，开启了古城里的小
“食”光。

粽子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文化
积淀最深厚的传统美食之一，有着传统
节日的特殊寓意，每逢端午节，粽子便
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角，然而，在
海南，不分春夏秋冬，也不分时令节日，
街头小巷，粽子的身影从来没有退出过
美食舞台。

海南人对粽子可谓是一“粽”情深，
无论是早餐店、茶店、夜宵摊，均能看到
粽子的身影。

长久以来，海南粽子的名字走出海
南岛，驰名全国，变成了海南美食中名副
其实的重量级“选手”。同时，海南的粽
子种类也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定安粽

子颇具代表性。
每逢端午节前，定安老街家家户户

架起铁锅通宵煮粽子成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古老的民俗传承在这里展现得
淋漓尽致。刚出锅的粽子，缓缓地散发
着清香，剥开粽叶，顿时，由米香、肉香
互为交融的绝妙香味扑面而来，餐桌前

的孩子们早已跃跃欲试，一口下去，肉
之浓郁、米之香韧、蛋之咸鲜顿时满口
生香，早餐一颗粽子，开启定安人幸福
的一天。

不仅如此，定安餐饮协会副会长
陈明泰说，随着定安粽子的口感好、
品质高，知名度逐渐打响，近几年来，

不仅是定安人爱吃定安粽子，定安粽
子通过“线上+线下”组合销售，更是
畅销岛内外，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宠
儿。“所以也要向大家推荐定安本地
的吃法，早上一颗定安粽子，再配上
一杯茗茶，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陈
明泰说。

绿色的糯米、褐色的瘦肉、金色的鸭
蛋黄，以及五花肉的肥而不腻，一颗定安
粽子不仅色彩丰富，更裹挟了多种美味。

由于定安粽子是主副食一起搭配制
作的综合性食物，所以它的营养成分也
颇为丰富。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介绍，
定安粽子的制作原料来自于定安特有的

优质土壤种植的精选糯米，黑猪肉以及
农家喂养、红泥腌制的健康谷鸭蛋黄。
从中医角度上说，糯米性味甘温，有健脾
暖胃、补中益气的功效。经过检测，定安
粽子含有高质量的淀粉质和B族维生
素、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素等营养成分。

而定安粽子中，最值得一提的还
当属其中的猪肉。定安人包粽子选用

定安黑猪肉。定安黑猪肉类品质上
乘，具有水分较低，粗蛋白质含量高等
特点，肉品中微量元素、氨基酸种类更
齐全丰富。

近几年，随着定安粽子产业的发展
及行业标准的制定，使得定安粽子有了
更规范的制作工艺，用馅用料更为考
究。即便是包粽子的粽叶也含有丰富的

叶绿素、氨基酸、维生素A、维生素C、多
酚类物质和钾等多种营养成分。

用粽叶包裹糯米和包好的内馅一起
经过高温蒸煮后，粽子便散发出自然清
香，而粽叶中的营养物质也充分地浸透
到粽子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定安南部的翰林
镇、岭口镇等地区，种植粽叶已经发展成

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而
当地富饶的硒土地，更赋予了粽叶丰富的

“硒”元素，让一片叶子也格外与众不同。
总体来说，天然又健康的定安粽子，

的确是非常有学问又饱含情怀的一味传
统美食，既是营养早餐的绝佳选择又是
佳节中温暖的乡情寄托。

策划/撰文 孟晓

美味鲜香的定安粽子。（定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2019年
全省城镇从业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