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日～27日
受偏东气流影响，全岛多云间

阴天，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分散
小雨，局地早晚有雾。最低气温中
部地区 13℃～15℃，其余地区
16℃～18℃；最高气温北部、中部
和东部地区24℃～27℃，其余地区
26℃～29℃

28日～29日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全岛多云

间阴天有小雨。气温普遍有所下
降，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11℃～
14℃，其余地区 14℃～17℃；最高
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18℃～
21℃，其余地区23℃～26℃

30日～31日
受偏南气流影响，海南岛北部、

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小
雨，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局地有小
阵雨。气温缓慢回升，最低气温内
陆地区 13℃～16℃，沿海地区
16℃～19℃；最高气温北部、中部
和东部地区21℃～24℃，西部和南
部25℃～28℃

第二类返乡人员为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县市的返乡人员。目前我省无中高风险地区，一旦
春运期间我省部分地区划定为中高风险地区，则该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返乡人员春运期间原则上不流
动，严格按照中高风险地区管控措施进行精准管控。

第二类返乡人员：原则上不流动

《通知》要求，春运期间，我省各入琼口岸（包括三港一站）要加强对返乡人
员的核酸检测证明查验服务工作。入琼后，其目的地为行政村（居委会、居），
或目的地不是行政村（居委会、居）但需要在此过夜停留的跨省返乡人员（包括
本省出省返乡人员），均要求持7天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

返乡人员未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在入琼口岸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采样后放行，中风险地区返乡人员采样后集中等待结
果，费用自理。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后不需要隔离，但需要进行 14 天居
家健康监测，做好体温、症状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必须外出时做好
个人防护，并在返乡后第 7 天和第 14 天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

第一类返乡人员：在入琼口岸开展核酸检测证明查验服务工作

冷链、口岸、隔离场所、交通运输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本行业重点人员的监管。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第三
类返乡人员的管理，摸清此类人群返乡情况。如需返乡的，由此类人员所在单位集中组织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和查验，并录入返乡人员登记核查系统，将返乡人员信息自动派发至乡镇（街道）、行政村（居委会、居）。

第三类返乡人员：所在单位集中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和查验服务工作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记者马
珂）1月24日，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
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下发《关于春运期间做好返

乡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明确，今年春运期间，
我省将对三类返乡人员进行相应管
控，加强返乡人员管理。

《通知》要求，各市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
于印发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疫情防控
工作的领导，科学精准做好农村地区
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
落实“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救治”等各项措施，按照
工作方案要求，提前部署，责任到人，
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纳入各级
政府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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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我省将对三类返乡人员进行相应管控

跨省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周我省多阴雨天
中期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者1月25日从海南省
气象台获悉，预计本周全岛多阴雨天气，前期北半
部的局部地区和琼州海峡早晚有雾，中期受冷空
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

海口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户
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

有改造需求的可自愿申请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1月25日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为提升老
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品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
并结合本地实际，该局将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于
2021年底前完成全市不少于800户困难老年人
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

据悉，此次居家适老化改造内容主要包括施
工改造、设施配备、老年用品配置等方面，例如地
面防滑与高差处理、安装床边护栏（抓杆）、配置淋
浴椅等。改造对象需要具备海口市户籍，包括三
类困难老年人家庭：（一）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家
庭；（二）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中有高龄、失能
（含半失能）、残疾等特殊老年人的家庭；（三）因疾
病等原因造成生活能力较弱的空巢、独居、留守等
特殊老年人家庭。

第一、第二类老年人家庭进行基础居家适老
化改造政府全额支持，最高每户不超过5000元
（含评估、施工、监理、验收等支出）；第三类老年人
家庭进行基础居家适老化改造享受50%的政府
补贴，最高每户不超过2500元。

此轮改造遵循自愿申请原则，有改造需求的
老年人或其监护人自愿申请后，开展入户评估，经
老年人或者其监护人签字确认同意改造方案后组
织实施。民政部门将按照“一户一策”的方式，选
择最适合、最迫切的项目进行改造。

南航布局海南春运市场
预计执行航班超8700班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岳蕾 李颂）2021年春运将于1月28日开始，3月
8日结束，共计40天。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南航
海南分公司获悉，为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南
航海南分公司合力布局，预计春运期间在海南执
行航班超8700班，承运旅客预计超144万人次。

南 航 将 增 加 海 口 - 广 州 航 班 ，航 班 号
CZ5252；海口-武汉航班，航班号CZ8552；海口-
虹桥航班，航班号CZ2193。春运期间计划在这
些热门市场投入加班808班。除此之外，南航还
将在北京、上海等热门航线改投宽体机执飞。

南航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多地疫
情反弹及防控措施收紧影响，多地纷纷发出“就地
过年”的号召，令人群出行意愿降低，因此今年春
运高峰不是特别明显。目前南航海南多个航线仍
有低价机票出售。

定安划定禁燃烟花爆竹区域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定安县人民政府

发布《定安县2021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在定城镇主城区、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场地及周边安全距离、山林防
火区以内等禁燃区域内全年禁止销售、燃放烟花
爆竹。

《方案》规定，以下这些区域、场所全年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定城镇主城区：南渡江沿江路→白芒村→山椒
村→莫村→环城北路→香江丽景→仙沟墟→仙龙
路→省道S206→定安中学→富民小区→环城南路
→南渡江沿江路围合区域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
围50米范围内，禁燃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全县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大型住
宅小区、敬老院、医院、商场（市场）、宾馆（饭店）、
体育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客运车站、加油站、
液化石油气站、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输变电
设施安全保护区，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等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场地及周边安全距离和山林
防火区以内区域。

各镇禁/限燃区由镇政府提出，报县政府同意
后实施。

琼州海峡间歇性全线停航，海口快速响应服务保障滞留车辆旅客

雾锁海峡堵归途 贴心护航暖人心
■ 本报记者 郭萃

1月25日早上，海口秀英港，大雾逐渐散去。一艘艘客滚船来往穿梭，一辆辆自驾车有序驶入，港口一派繁忙景象。
“快点快点，船来了，赶紧上车！”得到放行消息后，来自成都的旅客吴峰立刻发动车辆，大声呼唤正在门外透气的妻子和女儿，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从1月23日21时10分起，受海上大雾影响，琼州海峡轮渡反复停航接近30个小时，导致大量旅客车辆滞留新海、秀英两港区。面对突发事件的严峻考验，海南

省、海口市各部门积极联动，于1月24日中午启动琼州海峡车客滞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三级应急响应，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的同时，社会各界爱心接力提供贴心
服务，让滞留旅客感受到椰城的温暖。

“再安排两辆货车进来。”1月
25日凌晨4时许，“金紫荆”号船舶
已经在泊位等待多时，秀英港工作
人员接到复航通知后，立刻指挥车
辆装船，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有序
驶入船舱。装载完毕，汽笛声起，舱
门立即关闭，快速出港。

此时，在秀英港的待渡车场内，
工作人员开始将车辆分批放行至码
头等待上船。整个港口忙碌而有
序。

7时 30分，秀英港再次停航。
在短暂通航的3个半小时的时间内，
秀英港共出岛7航次航班，疏运660
辆车辆出岛。新海港于11时30分

恢复通航后，在港船舶立刻恢复装
载工作。

“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疏运措
施，科学合理调配运力，加快疏运滞
留港口的车辆。”海口新海轮渡码头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文说，为了保
证最快装卸速度，提高运力，每次靠
岸前船上工作人员就提前疏导司机
去停车场做好准备，同时加派人手，
船一靠稳立刻卸，卸好立刻装。

要想让船舶多跑两趟，还需要
气象、海事、港口调度、码头指挥等
各部门紧密配合，让信息最快传达，
并充分发挥不同作业区泊位特点优
化泊位使用，达到最高周转效率。

云文告诉记者：“每艘船停靠哪个码
头，客车、货车、小车比例如何分配，
这些都需要拿捏准确。”

港口外，海口市交警支队也启动
交通疏导预案，实行24小时勤务，累
计派出警力360多人，在新海港、秀
英港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规范过
海车辆停车秩序；海口市应急管理局
加强与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应急联动，
积极协调在新海港开辟了绿色通道，
优先保障市场供应物资和急需物资
利用窗口期运输过海；海口市园林环
卫局在各港口点位投放24座移动厕
所，并加派人手坚守各港口沿线路段
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抢运：各职能部门通力配合

“怎么还不通航？”“这还要等多
久啊？”1月25日10时许，在新海港
等待了一夜的货车司机郑志平显得
有些焦躁。

“来，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此
时，港口工作人员敲开他的车窗，递
了一盒牛奶和一袋面包，并安抚着
他的情绪说道：“等到一通航就会立
刻安排登船。”

喝了一口牛奶后，郑志平的情
绪缓解许多。“非常感谢港口的工作
人员，他们不停奔波为旅客送餐食，
比我们辛苦。”看着工作人员的身
影，郑志平感慨道。

同样忙碌的还有志愿者的身影。

1月25日下午6时许，新海港车
辆进港的队伍排到了粤海大道。“您
好，需要矿泉水吗？”62岁的志愿者
赵同伟正在路边给司机发放矿泉
水，并协助交警引导交通。

“我们退休了有空闲时间，就想
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早上10
时，赵同伟与海南义家亲义工服务
中心其他志愿者们相约来到粤海大
道，“我们只想为旅客做好服务，让
他们减少焦虑。”

在海口各港区及沿线路段，还
有600多名像赵同伟一样的志愿者
和应急保障人员，他们或穿梭在各
车辆间发放食物，或递上一句暖心

话语，赢得了滞留司机旅客的点
赞。记者了解到，港口企业为滞港
司机旅客提供方便面共8000余桶，
矿泉水近8000瓶、牛奶1500瓶、八
宝粥1000份。

据悉，未来几天琼州海峡仍有大
雾，客滚航线可能间歇性停航，需过海
的旅客司机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预约
过海。

截至25日22时，秀英港、新海港、
南港三港合计滞留车辆超过1500
辆。“现在船舶通行顺畅，车辆滞留情
况也在慢慢缓解，我们会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抢运’，让旅客尽快过海！”
云文说。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贴心：社会力量提供暖心服务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一个村庄的发展体现在哪里？在
村庄产业的日渐兴旺中，在村民们的十
足干劲和幸福生活中。1月24日下午，
海南日报记者跟随三亚市吉阳区大茅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高正才在村里
逛了一圈，这个美丽乡村的发展新貌给
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这番景象，在几年前想都不
敢想。”大茅村党建专干高金说，以前，
大茅村党支部软弱涣散，导致村里各项
工作难以推进，而相邻的中廖村已发展
成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大茅村靠什么实现“脱胎换骨”？
这不禁让记者好奇。

在记者的疑问下，高正才领着记

者来到村里的麦鸽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推开铁门，一株株龙眼树枝繁
叶茂，林下养殖了上千只鸽子。

“合作社有近200亩的林地，种植
芒果、槟榔、龙眼等经济作物。去年槟
榔价格好，售价每斤20元以上呢。”合
作社理事长麦永良说。当问起他家这
几年的变化时，麦永良朝不远处新盖
的楼房比划了一下手势说：“这是我的
新家”，笑容里满是喜悦。

麦鸽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壮大正是大茅村经济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在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
领下，大茅村党组织鼓励党员带头创
业，发展优质合作社，带动村民创业、
就业，村里发生了巨变。

今年60岁的高正才在村里生活
了一辈子，上世纪80年代靠率先种植
养殖成为“万元户”，也是村里成立合
作社第一人。其成立的沙塘玫瑰花种

植农民合作社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
亩扩展到120多亩，还带动周边23家
农户和5个合作社发展玫瑰产业。

有了成功的探索，大茅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宣传产业帮
扶、贴息贷款等政策，激发了农户发展产
业的热情。“全村先后成立16家种植养殖
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人均纯收入由2013
年的每人每年6700元增至2019年的每
人每年21000元，越来越多村民走上致
富路。”言语间，高正才一脸的自豪。

在村里，记者见到不少外地牌照
的汽车。高正才说，他们大多是来旅
游的。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一个
名为“大茅远洋生态村”的庄园，不禁
被眼前这一派现代庄园景象吸引：不
仅有4个现代化智能生态瓜菜大棚，
还有房车营地、户外拓展基地……

大茅远洋生态村项目采用“公司+农
户+合作社”的模式开发建设，村民将闲置

土地、房屋交由企业改造建设并享受分
红，还可以在家门口就业。符壹叶在大茅
远洋生态村从事线上推广工作，她是从大
茅村走出去的大学生，这几年村里发展很
快，就业岗位也更加多元，吸引了不少像
她一样的大学生回乡就业，“有几个刚毕
业的大学生，主动回乡谋划着办民宿。”

“年轻人见识广、脑子活，更重要的
是能带回新的想法。我老了，村里的事
情还得靠年轻人接力。”高正才笑呵呵
地说。说起今后的打算，他说：“村里正
在和企业洽谈，打算因地制宜打造文化
创业产业基地。不过现在才80%的村
民签字，要全部签字才能做。”

采访接近尾声，看着慕名而来的
的游客，高正才脸上绽开欣慰的笑
容。他身后的庄园里，芒果花一簇簇
绽放，“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几个大
字矗立其中，格外醒目。

（本报三亚1月25日电）

返乡人员是
指春运期间（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
从外地返回农村

地区的人员

跨省份返乡人员
三类

返乡人员
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

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县市的返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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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富了、村子美了，大学生纷纷回乡创业，游客纷至沓来……

16家合作社助大茅村“脱胎换骨”

1月25日，海口市多个志愿服务组织派出志愿者到秀英港、新海港提供志愿服
务。图为一名志愿者（左）在给货车司机递水。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欧阳资 摄

游客在三亚大茅远洋生态村庄园
体验采摘番茄。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