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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
上线防疫信息查询功能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习霁鸿）近期从
北京低风险地区回海口农村地区需要提供核酸检
测证明吗？从深圳关口入境后在深圳隔离了14
天，回海口还会被隔离吗？个人在海口做核酸检
测费用是多少？核酸检测的具体地址在哪里？为
了让入琼人员更方便快捷地了解海南最新疫情防
控政策，近日“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上线防疫
信息查询功能，群众登录公众号即可查询掌握海
南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具体操作步骤
进入“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

在菜单栏点击“信息查询”选择“防疫信息查询”

根据自身需求自助查询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我省要求医疗机构保障群众基本就医需求

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为由延误患者治疗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马珂）近日，海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保障群
众基本就医需求并做好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
通知》，并对省内医疗机构提出相应要求，要求各
医疗机构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延误患
者治疗或推诿拖延。

省卫健委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在做好感染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保障患者基本医疗需求。根据
患者的情况，进行分类救治。对于急危重症患者，
应当及时有效救治。医务人员要做好防护，不得
推诿拒诊。对于门诊慢性病患者，视患者病情可
将处方用量延长至12周。

各医疗机构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69号）及我省相关
文件要求，全面落实各项感染防控措施。严格
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发热门诊患者及普通门诊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要加强核酸检测等检验检
查，在排除新冠病毒感染前不得允许患者离开
医院。合理确定床位使用比例，禁止加床收治
患者。严格患者陪护及探视管理，非必须不陪
护、不探视，确需陪护的，要固定陪护人员并进
行核酸检测。

微动态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 实习生杨韫颖）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获悉，我省将奖励今年春节期
间不停工的建设项目。对春节期间
不停工，且假期期间农民工在实名
制系统上考勤日均人数超过30人、
50人的建设项目，将分别由项目属
地住建部门给予施工企业通报表扬
和诚信加分，每家企业最多获得2

次加分。
春节临近，建筑行业正面临疫

情防控、工人返乡等多重压力。为
切实做好建筑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稳定建筑农民工就业，保障企业节
后及时复工复产，省住建厅要求各
地住建部门积极联合相关部门出台
支持企业留工优工政策，引导农民
工就地过年。

据了解，我省将推出多项举措为

就地过年的农民工提供暖心服务。
各市县政府将从节日物资发放、节假
日生活安排和困难群众帮扶等多方
面给予关心和帮助，帮助企业留工稳
岗，让农民工在海南安心过年。各市
县政府还将鼓励企业利用春节假期
就地举办培训，对留岗农民工开展法
律知识、健康教育、安全生产、劳动技
能培训，举办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文娱
活动，营造就地过年的良好氛围，让

农民工度过一个健康、安全、快乐的
新春佳节。

为确保春节后企业能及时复工
复产，我省还将加强企业用工情况监
测和劳务用工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和实际需求，通过包
车、包机、包专列等方式为农民工健
康安全返岗提供“点对点”服务，提高
节后农民工返岗复工率，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

在建项目
获得加分的条件

春节期间项目不停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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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工在实名制系统上
考勤日均人数超过30人

就地过年 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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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曝光海口一鱼塘被违法填埋

相关问题将在
7日内完成整改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梁崇平）近日，有媒体报道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
道三联村北侧一鱼塘被违法填埋，岸边堆放建筑
垃圾和塑料废弃物。媒体报道后，美兰区委、区政
府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进行整改。2月2日下午，新
埠街道办组织人员对倾倒在鱼塘周边的建筑垃圾
等进行清理。

2月2日16时，海南日报记者在三联村看到，
鱼塘周边共有3台挖掘机、1辆铲车和1辆大卡车
正在紧张作业，清理建筑垃圾、淤泥和塑料废弃
物。10余名环卫工人正沿着鱼塘清扫生活垃圾
和废弃物。

新埠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尹东升说，2月1日，美
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园林、环卫、农业农村等部门和
新埠街道办主要负责人到现场研究整改方案，决定
由街道办立即对鱼塘周边的建筑垃圾、塑料废弃物
进行清理。清理完毕后，再对鱼塘的路沿进行修
整，铺上沙土，种草和树苗进行绿化，恢复鱼塘原
貌。这些整改工作将在7日内完成。

据了解，为了防止渣土车再在鱼塘一带偷倒
垃圾，美兰区相关部门已在进入鱼塘的路口设置
值班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运用视频监控网络，
加大对偷倒垃圾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此外，新
埠街道办将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约谈村干部，
强化对村民的普法教育。

微监督

开展安全生产和
农产品专项检查

让群众过个
安全安心年

本报定城2月2日电（记者
叶媛媛）2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定安县有关部门获悉，为保障
群众安心安全过年，该县应急管
理局、发改委、交通局等多部门
成立专项检查组，到辖区内的人
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运输企
业、烟花爆竹企业、旅游景区景
点等地，进行节前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

在定城镇天安购物广场，检
查组仔细检查商场消防设施设
备，查看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
否畅通，灭火器和监控设备是否
能正常使用。在隆盛烟花爆竹仓
库，检查组重点检查爆竹存放量、
消防设施器材、责任人落实安全
生产措施等情况，要求企业严格
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完善
设备设施，强化内部管理，防止安
全事故发生。

据介绍，近日定安各人员密
集场所已对各自安全生产薄弱环
节进行自查整改，全力消除安全
隐患，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除了安全生产，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也牵动着百姓的心。为
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肉”“放心
菜”，定安县农业服务中心近期
对辖区内多个农贸市场进行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查。此外，该县
农技人员还来到田间地头、畜禽
养殖点、生猪定点屠宰场等地指
导农业生产，并要求农户科学合
理用药，多用农家肥，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

我省提前发放
2月份职工养老金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彭青林）海南日
报记者2月2日从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获悉，我
省2月份职工养老金将于2月8日前后发放，比正
常发放时间提前一周，确保广大离退休（职）人员
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
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按时足额发放社保待
遇，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省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确保在春节前将养老金
发放到位。

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为了能提
前发放养老金，方便群众过年，该中心一方面提前
申请财政资金，确保资金到位；另一方面组织人员
加班加点核算，提前完成各项手续，确保准确、足
额将2月份养老金发放到位。

微服务

我省将奖励春节期间不停工的建设项目

工地施工不断档 企业可加诚信分

本报八所2月2日电 （记者肖
开刚）今年春节假期，中国化学工程
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海南华盛项目部
的140多名员工将留在海南过年。
2月2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
华盛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还有不到
10天就过年了，工地里的“年味”渐
浓。留守的员工身兼数职、互相帮
衬，大家齐心协力把工地打扫收拾
得很干净，工作间不时传出阵阵欢

笑声。
记者遇到选择留守工地的项目

施工经理王志勇时，他正客串叉车
司机，和工人一起把工地上遗留的
杂物清理干净，干得不亦乐乎。“新
年要有新气象，把工地收拾干净，才
有过年的氛围。”王志勇说，为了支
持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今年春节
他将和工人一起留守工地，在保证
项目建设“不断档”的同时，为节后

掀起新一轮施工高潮做好准备，确
保项目建设进度。

来自湖北的杨瑞是工地留守员
工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她性格开朗，
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赚钱养家
是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人赚钱自给
自足就好了。”当聊到会不会寄钱回
家时，杨瑞的话引发了一阵笑声。她
告诉记者，这将是她第二次在外地过
年，到时候会跟家人用手机视频连

线，弥补不能回家过年的遗憾。
“我们公司给员工的家属寄了年

货，让不回家过年的员工做到人不到
礼到，可以更加安心地就地过年。”王
志勇说，虽然项目建设任务繁重，但
他最近已尽量不安排员工加班，以让
员工有更多时间与家人联系交流。
同时，为了让大家春节期间吃好住
好，公司新聘用了厨师，完善了工地
的生活设施。

中化六建海南华盛项目部140名员工将在工地过年

扮靓环境 喜迎佳节慰问一线科技人员
给16名“事实孤儿”送温暖

本报那大2月2日电（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何
万常）1月 30日以来，儋州市有
关部门组织人员慰问一线科技
人员，并给该市的“事实孤儿”送
温暖。

2月1日，儋州市科协慰问组
走访慰问一线科技工作者，送上
新春祝福。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和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慰问组
走访慰问了王祝年、叶剑秋、刘德
兵3名科技工作者，并送上慰问
品，感谢他们为儋州发展作出的
贡献。据介绍，今年春节前儋州
市科协将慰问该市54名一线科
技工作者及农村困难群众、退休
老干部。

1月30日，在儋州市委宣传
部、共青团儋州市委的指导下，儋
州市尚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童
爱会联合爱心企业（中国黄金）在
儋州大成镇西华居开展“事实孤
儿”春节慰问活动。志愿者给孩
子们送上书籍、书包、年货大礼包
等，并现场与孩子们玩起了游
戏。儋州市尚巧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林晓妍表示，志愿
者向孩子们征集了新年微心愿，
该中心将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共同
为实现孩子们的微心愿努力，让
孩子们过一个幸福年。

按照工作计划，今年春节前
儋州有关部门将走访慰问该市3
个镇的16名“事实孤儿”，在特殊
时期给这些特殊的孩子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怀。

暖暖暖

本报椰林2月2日电 （记者梁
君穷）春节临近，陵水黎族自治县城
乡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近日，为了
让留在陵水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过
个好年，陵水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让“年味”
不打折。

陵水县商务局工作人员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2月 4日至 28 日，
该局将联合陵水的餐饮企业、商
超、旅游景区、酒店等商家，分批次

在云闪付平台为消费者发放电子
红包券。

陵水县旅文局则推出“犇走相
告 暖春来陵”系列线上活动，活动
开展时间为整个2月份。其中，留
在陵水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可通过
关注“陵水旅文”公众号参与子活动

“暖春来陵之集年货”，每日抽取福
卡，集齐不同数量的福卡，可分别获
得超市储值卡、电影券、春联、小风
扇等新春礼物。

2月5日，留在陵水过年的务工
人员和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抖音短
视频平台的“陵水旅游文体”“陵水
融媒”账号观看直播，了解陵水本地
人过年的民俗，学习制作陵水酸
粉。观看直播有机会赢取景区门
票、酒店房券、游泳券、羽毛球券和
家电等年货。此外，陵水旅文局还
将开展猜灯谜抢红包、拍抖音赢景
区门票等线上活动，丰富就地过年
的外地务工人员的假期生活。

同时，陵水县文化馆将于2月5
日在陵水文化体育广场开展“笔墨凝
书香 挥春送祝福”送春联活动。留
在陵水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可参与
活动，免费领取春联。

此外，1月21日陵水有关部门
已印发《陵水黎族自治县鼓励外来员
工春节期间留陵过年的若干措施》，
涉及面向留在陵水过年的外来员工
发放过年补贴、开展就业服务活动、
发放连续施工奖励等内容。

推出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外地务工人员享实惠

留琼过年 好礼不断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为鼓励、引导外来菜农在
务工地就地过年，保障2021年春节
期间海口市蔬菜供应，稳定物价，该
局决定对春节期间就地过年发展常
年蔬菜生产、采收供应蔬菜的外来菜
农，按照每户150元的标准进行物化
补贴。物化补贴内容为有机肥、绿色

农药等农资。
据介绍，外来菜农在海口常年

蔬菜生产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此次海口农业农村局通过委
托加旺本地叶菜联盟、椰海叶菜联
盟两个叶菜联盟进行宣传发动，倡
议海口近郊近2000户外来菜农在
务工地就地过年，并具体负责实施
以物化补贴等方式扶持外来菜农

在今年春节期间生产、采收供应蔬
菜。如近郊外来菜农不足 2000
户，该笔款项可统筹用于举办蔬菜
种植座谈交流、培训和奖励优秀菜
农、种植基地骨干等。

在叶菜联盟的号召下，来自广
西的菜农卢贵阳已决定今年春节留
在海口过年。“一方面是支持疫情防
控，另一方面，留下来过年的同时可

以兼顾蔬菜生产，增加收入。我们
这批老乡几乎全都留下来了。”卢贵
阳笑着说。

海口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加强对物资发放的监督检查，
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严禁相关单
位虚报补贴户数。如发现骗取补贴
物资等行为，将追回物资，并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将向春节期间坚持生产的外来菜农发放物化补贴

生产保供 奖你农资

春节将至，我省各地年货市场一片红火，众多市民游客和留琼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
置办年货，喜迎牛年春节。

⬆1月28日，在海口市博爱南年货市场，消费者在选购春联等年货。本报记者 张茂 摄
➡2月1日，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北面的花卉市场，摊主在清除年桔的包装，供消费

者选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办年货 迎新春
定安

儋州 东方

陵水

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