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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开刚

“现在有疫苗了，如果我们每个能
打的人都打了，那我们就能筑牢防疫
防线了。”在东方市人民医院，援鄂医
护人员郭教艳连日来都在忙着帮市民
接种疫苗，虽然需要每天从早到晚连
轴转，但是她却充满干劲。

东方市人民医院的疫苗接种点在
今年4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后，为增
强疫苗接种工作力量，该院原来援鄂
的30名医护人员中，多人被安排到了
疫苗接种工作一线，充分发挥了模范
带头作用。

“我们接种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
晚上10点半，中间不休息，都可以为
市民接种疫苗。”郭教艳说，为了满足
接种点工作需要，她们分早晚班，每班
会安排13名医护人员值班。

然而对她来说，因为要负责疫苗
的出入库管理，她常常需要从早忙到
晚才能下班。“我早上7点多就要过来
接收疫苗入库，晚上要盘点当天疫苗
使用情况，所以上下班时间都比别人
长一些。”在接种现场，郭教艳也总是
忙个不停，在做好疫苗出入库管理本
职工作的同时，哪里人手紧张、哪里忙
不过来，她都会及时补位，协助其他同

事更好更快地为市民完成接种。
“我第一时间接种了疫苗，家族里

年龄段符合的家人也都接种了。”东方
市人民医院援鄂医护人员田艳如在做
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通过
朋友圈等渠道，宣传疫苗接种知识，广
泛发动身边人接种。

“支援武汉的时候听说疫苗正在研
制，我就非常期待了，现在我们每一个
人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真的很不容
易。”东方市人民医院援鄂医护人员钟
淑思说，希望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配合做
好疫苗接种工作，为疫情防控作出自己
的一份贡献。（本报八所5月12日电）

东方援鄂医护人员奋战在疫苗接种一线——

抗“疫”路上勇当先

记者走访东方市各个疫苗
接种点注意到，接种医护人员
以专业、高效、热情的服务获得
了市民的普遍好评。

“人这么多，她们还要应对
现场遇到的各种问题，真的挺
不容易。”到东方市人民医院
接种的市民王家英说，虽然人
多的时候接种疫苗需要排队，
但相比医护人员来说，排队这
点辛苦不算什么，“要配合好
医护人员的工作，尽快完成疫
苗接种。”

“她们假期也上班，真是辛
苦了。”东方市民符华说，十分
感谢在假期也坚守疫苗接种岗
位的医护人员，这大大方便了
他们上班族前来接种。

记者了解到，在医护人员
辛苦付出的同时，东方各级各
部门也积极做好后勤服务，完
善接种点的硬件设施，让医护
人员更加安心做好疫苗接种
工作。

“相关部门不仅提供矿泉
水、牛奶等食品，还协调网格员
等过来当帮手。天气热了后，
还给我们安装了空调。我们有
什么需要的，政府都大力支持，
在工作上没什么后顾之忧。”吉
家乖说。

吉承念表示，只要大家都
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建立起免
疫防护网。

（本报八所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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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加大宣传引导
共筑免疫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肖开刚）为加快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近日，东方市安排7名市领导包点八所镇
11个社区，6个单位包点八所镇6个重点村，9个
单位包点八所镇11个社区，形成了全市上下齐心
协力推进疫苗接种的强大工作合力。

“怎么接种？”“在哪儿接种？”“我有甲亢能接种
吗？”在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到琼西社区入户宣传
发动居民接种疫苗现场，面对居民关心的问题，工作
人员耐心细致解答，对符合接种条件的居民进行逐
一登记，并积极引导其到就近接种点进行接种。

由于琼西社区人员流动性大，居住情况较为
复杂，为更好发动居民接种疫苗，东方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对琼西社区所有符合接种人员进行梳理，
确认应接种人数和应接未接人数，并针对琼西社
区居住人员以讲“哥隆话”人员较多的实际，从局
内部抽调70名东方三家镇、四更镇籍队员以及居
住在琼西社区的队员充实到工作组，深入到群众
家中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营造全民积极接种疫苗的良好氛围，东方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实施“红黄绿”三色公示牌管
理制度，对实现全员接种新冠疫苗的商铺授予绿
色盾牌状安心经营公示牌，引导未接种新冠疫苗
的从业人员及时就近接种新冠疫苗。

东方住建局建立清单式接种制度

近7000名建筑工人
应接尽接

本报八所5月12日电（记者肖开刚）建筑工
地人员密集、流动性大，为扎实推进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工作，东方市住建局近日创新工作方法，建立
联络员和清单式接种制度，确保疫苗接种工作有
力有序推进。目前，东方全市 47个在建工地
6990名建筑工人已全部做到了“应接尽接”。

连日来，东方市住建局组织人员深入东方市
文化广场项目、东方碧桂园等在建工地，通过查看
花名册和健康码的方式，对工地人员疫苗接种情况
进行一一排查，加大疫苗接种宣传力度，并按照“知
情、自愿、免费”的原则，明确接种计划，细化接种
任务，落实联络员，实行清单式接种制度，组织全
市建筑工地从业人员分批次、有序完成疫苗接种。

“我们通过入场工人花名册，安排工人分批前
去接种疫苗，确保每一个人都接种疫苗。”在东方
市文化广场项目现场，新疆建工集团管理人员谢
汉语说，在不耽误工程进度前提下，项目部会安排
专人服务疫苗接种工作，做到“应接尽接”。

东方实现“村医通”全覆盖
本报八所5月12日电（记者肖开刚 通讯员

文东雅）海南日报记者5月12日从东方市相关部
门了解到，该市积极推广应用“村医通”智能终端，
全市231个乡村卫生室已实现医保报销电子服务
全覆盖，让农村参保村民在村里就医时就可实时
就地结算。

“村民过来打针结算很方便，拿社保卡出来，
就可以直接报销了，很快捷。”东方市八所镇居龙
村村医符启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里凡是有参
保的村民，每次到村卫生室门诊就医时，村民只要
拿出医保卡，发生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
医疗费用，门诊费用报销比例可达75%。

据了解，2020年东方投入使用“村医通”设备
231台，切实解决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时
报销结算、用药目录和诊疗项目规范使用等问题，
打通了城乡医保联网结算“最后一公里”。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方宇杰

5月 12日是国际
护士节，很多护士都是
在岗位上度过了自己
的节日。随着东方新
冠疫苗接种第一针高
峰期过去，坐在接种台
前，东方市港区医院护
士吉家乖不禁感慨：
“从业31年来，从没遇
到过全民接种这么忙
的时候。”

东方从去年12月
底开始投入疫苗接种
工作，特别是在今年3
月底正式推开全民免
费接种后，广大医护人
员以义不容辞的职业
担当，发扬不怕苦、不
怕累的奉献精神，加班
加点、竭诚服务、连续
奋战，推动东方疫苗接
种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实现符合条件的18岁
以上常住人口“应接尽
接、全覆盖”目标，为疫
情防控建立起有效防
护网。

目前，第二针疫苗
的接种正有条不紊开
展中，东方的各个疫苗
接种点又要开始忙碌
起来。东方市委书记
田丽霞对广大奋战在
疫苗接种一线的医护
人员表示感谢，希望全
市上下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切实扛起责任担当，细
化实化工作举措，把握
工作重点，紧盯目标任
务，集中力量推进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按时、
高效完成疫苗接种任
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接种疫苗是抗击疫情最
有效的手段。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工作启动后，东方市港区
医院迅速行动，在去年12月
23日开始组建新冠肺炎疫苗
接种点。该院副院长吴启旭
说，他们每班需要配备18名
医护人员，其中 4 个人量血
压、4个人接种，6个人登记，
还有2名医生、2名护士作为
医疗救助。

东方市中医院的新冠肺
炎疫苗接种点从零开始建设，
设备采购与基建改造同步进
行，在去年12月28日投入了
使用。“我们在启用前召开了
全院的动员会，动员全院上下
要全力以赴为市民提供疫苗
接种服务，凝聚起一股强大的
合力。”东方市中医院院长吉
承念说，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成为全院上下每天最重要的
任务，几乎每个职工都参与了
进来，有力保障了接种点工作
人员的轮换，确保了接种点的
高效运转。

而随着全民免费接种在3
月底正式推开，东方市又加大
力度推进临时疫苗接种点建
设，把疫苗接种点建到了市政
务服务大厅和市中心的商场
中，让“疫苗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进一步方便市民接种疫
苗。“把疫苗接种点设商场，政
府的服务真的很用心。”家住
八所镇的市民郭家敏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东方市共设有24个疫苗接
种点，覆盖下辖的所有乡镇和
华侨经济区，每个疫苗接种点
都实行“三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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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点建立起来了，负责
接种的医护人员也就忙了起来。

“刚开始接种是一天 300 多
人，后来每天的接种量就越来越
多，最高峰时候一天超过 1000
人。”吴启旭说，为进一步提升接种
的效率，医院通过增加接种的台位
和延长接种工作时间来完成接种
任务。

面对越来越多前来接种疫
苗的群众，东方市部分接种点医
务人员，从3月底开始放弃了午休
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从早上 8
时一直为群众接种到晚上 10时
才下班。

“一来上班就几乎走不开了。”
吉家乖说，在接种高峰期的时候，
每天的工作节奏十分紧张，一刻都
不能放松，“甚至连喝口水、上厕所
的时间都要挤出来。”

不仅日常工作日加班加点，在
周末和清明假期、五一假期，东方
市不少疫苗接种点都正常提供接
种服务。在东方市东方医院疫苗
接种点，现场负责的护士长符小花
说，虽然假期需要值班，但是医护
人员都很配合值班安排，踊跃投入
到接种工作中。

不少医院里的普通职工也参
与到疫苗接种工作中。“哪个岗位
缺人手，我都会立刻过去帮忙。”文
杰沣是东方医院感染管理科的一
名干事，在此次接种新冠疫苗工作
中，他当起了“志愿者”，从询问、
测血压、登记到接种，只要哪个岗
位需要，他都会去协助。有时晚上
疫苗接种工作结束后，他还要对接
种工作进行盘点，忙到下半夜才能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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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市人民医院的援鄂医护人员郭教艳在接种点做好疫苗接种记录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肖开刚 摄

在东方市政务服务大厅的疫苗接种点，医护人员为疫苗接种群众做好登记。

东方市坚持新发展理念，
落实省委、省政府新要求新部署

建设龙头城市
发展新型工业

本报八所5月12日电（记者肖开刚 通讯员
方宇杰）东方市坚持新发展理念，全力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新要求新部署，观大势、谋大事，科学谋
划好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真抓实干、锐意进
取，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西部龙头城市
建设。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5月12日召开的东
方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获悉的。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新要求新部署，我们将
结合东方实际，发挥资源优势，努力打造西部龙头
城市。”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说，重点围绕聚碳酸
酯、丙烯腈、甲醇三条产业链方向，深入研究、科学
包装，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
夫，并谋划推进体育装备产业园建设，加快推动高
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做大做强东方临港产
业园，把东方建设成为全省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科
技创新示范市；抓紧与上级部门对接沟通，尽快确
定机场选址，加快国际物流企业招商，确保东方航
空物流国际枢纽机场建设顺利推进；加快东方滨
海片区规划，创新项目建设模式，争取成为全省城
市更新试点，扎实推进湿地公园建设和海岸带生
态修复，建设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典范；加强规划研
究，明确八所港发展定位和发展路径，打造成为海
南自贸港的第三大港；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推进水产种业产业园规划建设，加快一二
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强化应急安全管理，确保产业园区应急救援力
量和安全生产举措落实到位，增强大田通用机场
森林防火救援功能，提升全市应急管理能力；补齐
职业教育的短板，按临港产业园发展需求开设化
工类专业，并大力实施人才委培计划，为产业发展
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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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医院的护士正在为市民接种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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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东方市共设有

24个疫苗接种点

覆盖下辖的
所有乡镇和华侨经济区

每个疫苗接种点
都实行“三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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