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1月26日从海口市
政府获悉，该市明确了2021年春节至
元宵节期间（2021年2月11日0时至2
月27月24时）禁止燃放、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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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本来以为今天走不了，没想到还
能成功登船，真是非常幸运。”1月26
日14时许，广东江门旅客刘承彬在海
口新海港等待了近4个小时后，终于登
上了客滚船等待出发。

在他看来，之所以能够幸运登船，
一方面是由于通航后港口的运输效率
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港口和媒体不断
发布的实时动态消息，令他对行程有较
好的预估和规划。

当天早上7时许，刘承彬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查看港口最新
动态，了解到：因海安大雾减弱，秀英
港、新海港于26日5时起恢复通航。

通航了！他立刻打开“琼州海峡轮
渡”抖音号看直播，了解港口待渡车辆
情况。画面中，前往秀英港的车辆已在
滨海大道排起长队，新海港待渡车场内

仍处于满载状态。
“虽然通航了，但是我看到港口的

车辆依然很多。如果出发去港口肯定
也要等很久，所以计划等滞留车辆减少
后，晚一点再去港口等待。”刘承彬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他大概每隔10分钟就
会看下直播动态。9时30分许，直播
画面中，新海港泊位的车辆装载速度变
快，待渡车场内的车辆也在缓慢移动。

“一般中午时间段气温高，顺利过
海的可能性比较大。”刘承彬立即出发
前往新海港。在路上，他还通过广播了
解实时路况。“虽然堵车，但一路都还在
缓慢前进。”接近12时许，他终于进入
港区内并于14时登船。

“港口的实时信息通报非常迅速，
极大方便了我们过海旅客。”刘承彬告
诉记者，因为工作原因，他需要经常开
车往返于琼粤两地，“今天过海本来还
有些担忧，但是没想到港口无论是装载

效率还是信息发布方面都有了很大提
升。”

“一定要及时了解信息做好出行规
划，不要盲目到港口等待。”上船前，他
再次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经验。15时
许，刘承彬乘坐的轮渡缓缓驶出泊位。

信息实时发布的背后是海口各部
门及港口工作人员的齐心努力——

26日16时45分，新海港和秀英港
受大雾影响再次停航。此时，海港大厦
13楼的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运
营调度管理中心内，工作人员植浩和另
外一位同事正紧紧盯着港口的监控屏
幕并将实时画面及时转到网上。

“我们需要联动调度部门发布新海
港和秀英港区内外的情况。”植浩告诉
记者，除了转播实时画面，他们还要解
答旅客的疑问，“很多网友都在询问什
么时候能复航、哪个港口过海更快、如
何买票等问题，我们基本都会一一回

答，并安抚他们情绪，有什么最新动态
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发布。”

大雾天气下的24小时直播和每时
每刻的互动，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一
种挑战。“这两天加起来睡眠不足10小
时，有时候到了饭点也顾不上吃饭，但
是这么多旅客堵在路上，我们跟他们一
样心急，也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帮
助。”植浩告诉记者，在直播后台有很多
旅客对他们表示感谢，这也让他们很感
动，“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们吸取2018年雾锁琼州海峡
的经验教训，通过港口微信公众号、抖
音号，以及媒体、短信等多平台第一时
间将港口停复航动态、实时路况、各港
口车辆滞留数量等信息进行发布，让过
海旅客可以制定自己的出行计划。”海
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道。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梁艳华）春节返乡日期临近，
本周以来，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各个核
酸检测点迎来大客流。为满足返乡人
员核酸检测需求，该院增加核酸检测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最大限度缩短核酸
检测时间，让返乡人员早日安心回家。

按照《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返乡人员需持
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返乡，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
测，期间不聚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一
次核酸检测。

“下班时间延一延”。这几天来，海
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前来检测核酸的人
员数量比平常增加两到三倍，医院的预
检分诊处、挂号处、核酸检测点的医护
人员都是忙得不可开交，中午连饭都顾
不上吃，一名采样护士上午4小时可能
要采集270多份核酸样本。从早上8
时开始，中午不休息，下午延长下班时
间，该院医护人员尽可能为更多人员提
供服务。

“工作人员加一加”。在值班人
员安排方面，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在
原有排班人员的基础上，在预检分诊
处、挂号处、核酸采集点等增加了党

员志愿者，引导前来开展核酸检测的
人群扫码、测温、挂号、排队采样等。
此外，由医务科、护理部、质控科、院
感科等多部门联合，加强对核酸采样
工作人员的培训，加强人员轮换，提
升标本采集的准确度和采集速度，并
组织后备采样队伍，以应对预约人数
激增的情况。

“检测效率提一提”。为了减少人
员聚集和等候时间，保证所有检测人员
尽快拿到检测结果，该院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增加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和检验班
次，启用两套检测设备，采用最新检测
方法，提高检测质量，缩短检测时间，最
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当日检测当
日出报告。

据悉，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日前
在该院公众号上开通了“核酸检测便
民门诊”挂号窗口，除发热或有明确
流行病学史的就诊者在发热门诊进
行核酸检测外，有核酸检测需求的其
他人员可在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对
于核酸检测人数超过 50人的单位，
可提供上门采样服务。进行检测者
可通过该医院微信公众号、门诊大厅
自助服务等多种方式查询和打印检
测报告。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最大限度缩短核酸检测时间

延下班 增人手 提效率

温情防控 人心

过海前密切关注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高过海效率

“幸运”旅客的快速过海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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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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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和南部地区26℃～29℃

1月26日～27日 1月28日

海南岛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
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小雨，局地早晚
有雾

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

全岛多云间阴
天有分散小雨

各地气温有所
下降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王冠哲 何莉雅

1月24日，原本会出现锣鼓喧天、
宾客满堂场面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什玲镇坚固村南坡村小组，却一如往常
般平静。该村两户林姓村民原计划在
这天举办两场大规模婚宴活动，每人计
划办50桌酒席。

然而，此前当地已有规定：红白喜
事需要聚餐必须上报镇里有关部门登
记。“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这个时候可不能有大规模的人员聚
集。”得知消息后，坚固村党支部书记林
家怡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
干部及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前去与两
户村民沟通，讲解疫情防控政策。

“结婚是人生大事，要风风光光地
办，为什么不能举办婚宴？”“请帖已送
出，叫我们怎么办？”刚开始，两户村民很
不理解，还理直气壮与村干部和工作队
员争论。但林家怡并没有就此放弃，而
是立即召集村“两委”干部和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开会，集思广益，讨论怎样疏导
村民情绪，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

此时，正在休假的坚固村驻村第一
书记于贤成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通过
电话与村民联系，劝导他们认清疫情防
控形势，从大局出发，减少人员聚集。
经多方沟通交流，两户村民最终认识到
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同意按照政策规
定，婚事从简。

春节临近，为了让村民对防疫工作
有更深的了解，坚固村村委会、乡村振
兴工作队给全体村民写了一封信：提倡
用电话、短信、微信、视频相互拜年祝
福；不在疫情期内举办婚宴、寿宴、庆典
等群众聚会、聚餐……“现在疫情反复
不定，大伙儿也都理解这些举措，所以
一定要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坚固村村
民林泽汉说。

年关将至，农村防疫既是防疫工作
的重点，也是难点。截至目前，保亭乡
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干部，共计
引导取消各类聚集活动190余场。

（本报保城1月26日电）

截至目前，保亭引导取消乡村各类聚集活动190余场

简办红白事 紧绷防疫弦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1月26日，天气回暖，海南日报记
者在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将军广场看
到一幅热闹景象：来自海口多家旅游社
的大巴车带来400多名游客，到村里看
湿地景观、鹭鸶飞翔，参观中国农业公
园乡愁博物馆、符南进将军纪念馆，欣
赏儋州调声、品尝儋州美食。海南游乐
美旅游有限公司导游何桂荣告诉记者：

“屋基村是公司开发儋州游线路的一个
重要旅游点。”

屋基村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宋时
期，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底蕴。近年来，
该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守住生
态底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绘就一幅

“景美、村美、味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
新图景。

“村里平均每天接待近500名游客，
节假日时，游客一天最高达2000多人。”
儋州市农村优秀回引人才、在屋基村委
会挂职锻炼的许永强告诉记者，从2019
年6月以来，村党支部全力保护村里生
态环境，推动开发旅游产业，乡村旅游迎
来新发展。

许永强老家就在屋基村，说起村里
的旅游资源，他如数家珍：“屋基村有450
亩湿地景观，350年的大榕树、300年的
酸梅树、800年的舌头果树，乡村自然生
态风貌保护完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完
整，森林覆盖率83%，是鹭鸶的天堂。”

挂职以来，许永强提议扩大湿地保
护面积，对接企业重新修整鹭鸶天堂景
观的观鸟场所。不仅如此，他还发挥过
去从事销售工作时积攒的人脉资源优
势，对接旅行社。

2020年7月，屋基村引进1家旅游
公司，合作搭建美丽乡村欢乐大舞台，把
将军广场、符南进将军纪念馆、中国农业
公园乡愁博物馆、鹭鸶生态展示馆等串
成一片，不断丰富乡村游产品。

2019年至2020年，屋基村先后获
评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海南省卫生
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和全国文明村等称号。

乡村旅游的发展也鼓了村民腰包。
屋基村委会在将军广场设立30个就业
岗位，提供6个摊位。村民李秀丹将自
家种的地瓜卖给游客，“比在城里的农贸
市场卖得快、价格好。”

在外打工的村民也回来了。屋基村
村民符月娇原在广东打工，如今回到村
里当清洁工。工作结束后，她还会摆摊

卖玉米，“每个月多了3000多元收入。”
在屋基村，来自新疆的游客杨金花

赞叹：“村庄的古树、湿地和鹭鸶景观不
错，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
念。我听导游说部分湿地正在整治改
造，改造后将种很多水莲，等莲花开时，
我还来游览。”陕西游客王大宏一边欣赏
儋州调声，一边体验包洛基粽子，感叹村
民生活幸福。

记者看到，屋基村的湿地里，2台
挖掘机正在挖淤泥。许永强说：“村里
正在清理局部湿地的杂草淤泥，筑坝蓄
水。我们与省水务厅对接，今年将投资
五六百万元，兴建屋基村水土保持项
目。竣工后，450亩的湿地公园景观将
更加美丽，吸引更多游客，实现乡村振
兴更有后劲。”

（本报那大1月26日电）

守好生态底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儋州屋基村：古村焕发新活力
本报海口 1月 26日讯 （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龙华区农业农村局获悉，由该局组
织实施的沙坡、大样常年蔬菜基地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完工，这将提高菜篮
子产品供应能力，为春节期间“菜篮子”
保供稳价打下良好基础。

据悉，龙华区沙坡、大样常年蔬菜
基地位于龙华区城西镇沙坡村及大样
村，是龙华区面积较大、集中连片的常
年蔬菜生产基地。两个蔬菜基地面积
共计800亩，常年主要种植叶菜，目前
日均供应量约20吨，主要供应海府地
区市场。

为帮助沙坡、大样常年蔬菜基地

菜农提升生产条件，龙华区对两个蔬
菜基地的田间道路、给排水系统等基
础设施进行完善，并新增 40多亩常
年蔬菜种植面积，方便沙坡、大样农
户种植蔬菜，惠及至少174户蔬菜种
植农户，进一步保障海口“菜篮子”的
供应。

据悉，近期以来，龙华区农业农村
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做好农业生产抗寒防寒工作，发动
群众安装5000米菜地挡风网等。同
时，该局向农户发放可喷施2000亩叶
菜种植面积的海岛素生长调节剂，助
力农户生产，保障春节期间蔬菜的生
产及供应。

海口两蔬菜基地完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春节期间“菜篮子”供应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周晓
梦）1月26日，海关总署发布消息，近
日湛江海关联合海口海关，开展打击海
南离岛免税套购走私专项行动，在湛
江、海口、桂林等地实施统一收网行动，
10名目标嫌疑人全部到案，打掉3个
利用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套购走私免税
品的犯罪团伙。

此次行动现场查扣涉案离岛免税化
妆品、洋酒等货物1000余件，查获大量
账册等物证书证以及电子证据。经查，以
犯罪嫌疑人罗某某、郑某某为首的走私团
伙利用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组织社会人
员通过轮渡、航空等海南离岛渠道非法
套购免税品，经集中囤积后再销售牟利。
现有证据表明，该案案值约1100万元。

海口湛江海关联手打击海南离岛免税套购走私

10名目标嫌疑人全部到案

俯瞰屋基村新貌。（资料图）

新春走基层

1月26日～27日
琼州海峡有雾，风力5级、阵风6级
通航气象条件较差

1月28日
琼州海峡风力5～6级、阵风7级
通航气象条件一般

1月30日～2月1日
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
通航气象条件较好

本周后期通航气象条件转好

天
气
预
报

明日全岛最低气温15℃以下

文字整理/习霁鸿 制图/孙发强

11月月2626日日，，海口秀英港和新海港海口秀英港和新海港
启动应急疏运方案启动应急疏运方案，，以最快的速度疏运以最快的速度疏运
滞留旅客滞留旅客。。图为新海港工作人员为车图为新海港工作人员为车
内人员测量体温内人员测量体温，，引导车辆有序登船引导车辆有序登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