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房间、教室、办公室等室内场所应该经常通风
换气，保证每天开窗通风至少3次，每次20分钟至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
流通。

避免接触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季节，尽
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出现流感样症状后，应居家
隔离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成员时戴口罩，降低疾病传播风
险，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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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文明礼仪，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清洁的手绢或纸巾遮掩口鼻；若来
不及拿纸巾遮掩，可弯曲手肘遮挡口鼻。不随地吐痰，吐痰时，痰液用纸
巾包好，丢进垃圾桶。

4勤洗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回家
后要洗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应立即洗手。避免用
脏手接触眼睛、口鼻。洗手使用洗手液或肥皂并用流动水冲洗。公共场
所要摆放洗手液，并引导进出人员及时清洗手。

1

8月1日，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头铺村农贸市场旁，医务人员正在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取样。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排查

8月1日，位于海口日月广场的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工作人员给
消费者测温并提供免洗手消毒液。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该免税城将店
内消费者人数控制在300名以内。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管控

保持“战时”状态，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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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张惠宁）海南日报记者8月1日从
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了解到，该市新增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了解，海口市防疫部门8月1
日凌晨检出1例新冠病毒核酸初筛阳
性者后，立即将其转入定点医院隔离
诊疗。海南省、海口市疾控中心实验
室复核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阳性，确认其为新冠肺炎病例（轻
型）。随后，海口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相关接
触人员开展排查追踪和管理，对相关
场所采取封闭管理及消杀等措施。

海口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如
果最近与该确诊病例有过接触或活动
轨迹有交集、重合，不要外出，应迅速
做好个人防护，立即向属地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或疾控机构报告，等待工

作人员上门进行流调和核酸检测采样，
主动配合社区落实疫情管控措施。此
外，请广大市民增强个人防护意识，做
好个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配合做好各项防疫工作。

海口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疾控部门：市民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或活动轨迹有交集应立即报告

胡某活动轨迹
胡某住址：海口市龙华区金盘15-1号
南宝花园

海口各区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联系方式

秀英区指挥部：68663106
秀英区疾控中心：68621159
龙华区指挥部：68954321
龙华区疾控中心：36606594
琼山区指挥部：65915055
琼山区疾控中心：65889929
美兰区指挥部：65332354
美兰区疾控中心：13337645911

7月19日
乘 坐 飞 机 HU7059

航班座位45C离开海口，
前往荆州，居住在荆州市
荆州区荆州东路。

7月20日至27日
在荆州期间偶尔去商

场，平时主要在周边散步，
否认期间有接触类似新冠
肺炎症状的人员。

7月27日
15：35，从荆州乘坐D362（07车6F座）动车，16：50到达汉口，17：34从汉口站乘坐

G6889（4车3F座）动车，17：48到达天河机场，乘坐国航CA8235（座位20J）飞往海口，由
私家车接回金盘住处，之后未外出。据江苏淮安通报，淮安市某企业组织员工前往张
家界旅游，于7月27日乘坐大巴前往荆州，15：52自荆州站乘D3078次动车返回，该企
业现已检出多名阳性感染者；胡某与该企业员工在荆州站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

7月28日
骑电动车到龙华区金盘海

信华庭金恒茶园用早餐，10：36
前往龙华区金盘华强小区门口
金花电动维修部修电动车，之
后返回家中，17 时左右和家婆
前往龙华区金盘金碧雅苑中国
移动营业厅办卡，之后去旁边
琳琅蛋糕店买蛋糕，之后返回
家中未外出。

7月29日
8时左右自驾和家婆参加海南

广电青少儿频道“少年突击队”军
事夏令营结营典礼，地点为观澜湖
消防站旁。11时左右和小孩、家婆
3 人一起返回家中，在家用餐后小
孩和家婆一起去家婆家（龙华区农
垦二供小区，海秀路 100 号），晚上
去家婆家接小孩和姐姐的2个小孩
回金盘南宝花园住处。

7月30日
8 时左右骑电动车去海南

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抽血（既
往甲亢病史），11时左右去头铺
菜市场购买蔬菜、虾、猪肉等，
约停留 15 分钟后回家。15 时
左右和苏某、段某去金花西路
金城一品看房，之后再去金垦
路金湖一号售楼部，随后返回
家中未外出。

7月31日
9时左右骑电动车去海南省人民医

院内分泌科看结果，11：30左右去头铺
菜市场买冷冻鸡翅、蘑菇、西红柿和冬
瓜后回家。下午看到湖北确诊病例的
通告，觉得自己与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
有交叉，14：49自行骑电动车前往海口
市中医医院做核酸检测，16：40左右与
秦某去中沙路金盘创业新村小区看房，
约停留5分钟左右，后返回家中未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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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3家医院
暂停门诊急诊业务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马珂）8月1日，
海口市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初步流
调结果显示，确诊病例胡某在7月30日8时左右，
骑电动车去海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抽血（既往
甲亢病史）；7月31日14：49分，自行骑电动车前
往海口市中医医院做核酸检测。

8月1日，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院区）和海口
市中医医院（金盘院区）发布紧急通知，宣布自
2021年8月1日起暂停门诊、急诊业务（含发热门
诊、肠道门诊），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月1日，海南省眼科医院发布紧急停诊通
知：自2021年8月1日起暂停门诊、急诊业务，具
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海口暂停商业性演出和
集聚性活动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记者邓海宁）8月 1
日，海口市发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天，海
口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关于强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暂停商业性演出和集聚
性活动，尽量减少各类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

通知要求，海口全市旅游景区、宾馆酒店、
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互联网上网服务场
所、歌舞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型场所要从严落
实预约游览消费、实名登记、测温扫码、佩戴口
罩，通风消毒、“一米线”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同时，要求所属员工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做
好个人防护。

各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要及时关注疫情动
态，加强风险研判，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
游，不得开展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机票+酒店”
业务，不得从中高风险地区揽客来琼旅游。

各宾馆酒店要做好餐具消毒工作，提倡非接
触式点餐结账，推荐使用公筷公勺，提醒游客就餐
时保持距离，非就餐时佩戴口罩，加强食品采购环
节管理，做好食品防疫安全工作。

各旅游景区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
求，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对容易形成人员
聚集的项目和场所，强化局部卫生管理和防控措
施；严格落实人流引导和疏导措施，防止人员瞬时
聚集；做好密闭经营场所的清洁、消毒、通风等工
作，加强对员工的健康跟踪管理。

即日起，海口旅文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全面开
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督查旅文企业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疫苗接种等方面
情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省教育厅部署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即日起师生员工
非必须不离岛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8月1日，海口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立即进入
疫情防控应战状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即
日起，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员工非必须不离岛，尚未
报批的线下聚集性活动建议延期举办。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一把手”要负总责、
亲自抓，让本地本校疫情防控领导体制、应急机
制、指挥体系全面高效运转起来，实行24小时值
班制度，层层压实责任，明确岗位职责，时刻保持
通信联络畅通。

各地各校要切实加强师生出行管理，通过多
种方式、多种途径及时向师生和学生家长通报疫
情形势，引导师生主动遵守属地防控规定，督促师
生员工做好个人防护，提醒师生近期减少不必要
的流动，不聚集，非必要不出岛、不出境。

即日起，各地各校恢复全省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同时加强校门和留校
师生管理，落实暑期校园“封闭式”管理要求，无关
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省教育厅要求，正在进行的线下会议、培训、
论坛、赛事、夏令营、学生实习、社会实践、外出考
察等聚集性活动，相关方要按属地疫情防控指挥
部的最新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已报批但本月
尚未举办的线下聚集性活动，即日起，须重新向属
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批，并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申请备案。计划本月举办但尚未报批的线下聚集
性活动，建议延期举办。

通知还对稳妥做好应急准备、加快疫苗接种
工作、及早谋划秋季开学工作作出安排。

省教育厅将对各地各校执行情况进行查访，
对责任不明确、措施不严格、执行不到位的，将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

海口美兰机场航站楼
须凭“健康码”通行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8月1日
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发布通知，自8月1日22时
起，所有进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的旅客均
须出示“海南健康码”或“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防疫健康信息码”验证通行。

健康码为“绿码”的旅客，体温监测结果正常
可以进入航站楼。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旅
客，不得进入航站楼。老年人、儿童等无法获取健
康码的旅客，可由陪同人员代为申领家庭健康码。

美兰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因机场防疫流程变
化，请出港旅客提前两小时抵达机场，并提前申领
健康码。

海南省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保持高度警惕，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切实做好个人防护，提醒公众做好以下几点：

加强锻炼，保证营养，合理休息，保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增强免疫
力。做好个人防护，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效阻断
传染病的流行与传播。

本报记者马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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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佩戴口罩，戴口罩不仅可以防止新冠肺炎的流行，对于预防流感
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也非常有效。普通公众应随身准备口罩，在人员密
集的封闭场所或与他人距离小于1米时佩戴口罩；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或在人员密集的地方、通风不好的场所均应坚持佩戴防护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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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8月1日，海口市检出1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8月1日23时许，海口
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该病例居住的南宝花园小区139
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该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3名小孩和2名大人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南宝花园已被列
为中风险地区。

采集核酸检测样本6207份
准备隔离酒店6家

据介绍，该病例活动轨迹主要点
位为南宝花园、海信华庭、华强、农垦
二供、金碧雅苑、金城一品、创业新村、
金湖一号等小区，海口市中医医院、省

人民医院、中山眼科医院等医疗机构，
及头铺菜市场等区域。

截至发布会召开时，确诊病例胡
某仍属于轻型新冠肺炎患者。针对确
诊病例曾参加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
年突击队”军事夏令营结营典礼的情
况，海口相关职能部门已联系夏令营
组织方，通知有关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降低潜在的疫情传播风险。同时，要
求有关人员立即向属地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或疾控机构报告，前往指定酒
店隔离观察。目前，海口已准备隔离
酒店6家共764间房，并指定海口市
第四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海口市人
民医院作为隔离医院。

截至8月1日晚，海口已采集核
酸检测样本 6207 份，已送检标本
2106份。其中791份样本（含上述3

名小孩2名大人，共5位家属）的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其他样本的检测结果
尚未形成。

对4个小区及头铺菜市
场进行封闭管控

共涉及3090人

海口已对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涉及
的南宝花园、金城一品、农垦二供、创
业新村4个小区及头铺菜市场釆取封
闭管控措施，共涉及3090人。

龙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安
排区、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全力做
好这4个小区的管理工作，为居家医学
观察的住户提供生活物资，对小区产生
的生活垃圾进行消毒处理。同时，安排

社区医护人员上门做好日常健康监测，
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实施应急处置。

据介绍，接下来龙华区将根据流
调及疫情防控实际需要，在4个重点
小区和头铺菜市场周边延伸扩大8个
风险防控区域，筑牢社区防扩散阵
地。目前，这一带的居民情绪较为稳
定，都能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储备口罩约1000万只
市民可平价购买

据介绍，根据海口市疫情防控工
作总体部署和任务分工，海口商务局
已启动疫情防控物资储备预案。

目前，海口防疫物资保障采取市
级、区级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海口主

要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累计储备口罩约
1000万只，其中儿童口罩约150万
只，各企业日生产能力约120万只。
区级政府目前有库存口罩约100万
只。市、区两级政府根据疫情防控实
际需要调度防疫物资。

目前，海口全市有1400多家药
店，各药店均有口罩销售，口罩价格总
体平稳。各类防护类型的口罩单价在
0.5元每只至2元每只之间。各药店
岛内岛外进货渠道畅通。

同时，今年，海口商务局联合多家
爱心企业向海口多家大型商场超市、
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区、购物广场投
放了300余台智能自助口罩投放机。
市民可通过微信扫码领取，每个微信
号每天可免费领取一只，需要多只也
可平价购买。

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进展

南宝花园139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全市采集核酸检测样本6207份，南宝花园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