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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日讯
（记者马珂 张惠宁）海南省
人民医院秀英院区于8月4
日上午全面恢复门、急诊诊
疗（含发热门诊、肠道门诊）
和住院服务。据悉，该院除
急诊、发热门诊外全面实行
预约挂号、按预约时段就
诊。当天全面恢复门急诊
和住院业务的还有海南省
眼科医院。海口市中医医
院金盘门诊（含发热门诊、
肠道门诊）及住院业务也将
于8月4日上午全面恢复，
金盘急诊继续停诊，具体恢
复时间另行通知。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院区、海南省眼科医院、海口市中医医院（金盘院区)——

今起我省三家医院恢复开诊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计思佳）针对
一些旅客反馈的海口存在退机票及酒店客房
困难的情况，8月3日上午，在海口市召开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承诺，对于符合
退订条件的，48小时内办结。

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退订
的条件和标准方面，退订本质上是解除合同

的法律行为。解除合同条件和标准以相关部
门公布的中高风险地区名单为准。

在退订的渠道和平台方面，海口目前
的投诉渠道既有 12301 旅游咨询服务专
线、12315消费者服务专线，还有12345政
府服务热线，这些热线均为24小时畅通。

自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海口市旅文
局接到退票退费投诉 64 起，已协调处理

41 起，正在协调处理的 23 起。除正常值
班接听投诉外，还安排专人到市政府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坐席，专门解答旅客
的咨询和受理相关投诉，协调解决旅客在
海口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更好处理退
订退费问题，还专门建立微信工作群协调
即时办理。

对于符合退订条件的办件，海口市旅文

局承诺在48小时内办结。对于不符合退订
条件的办件，也会积极协调，促成双方达成和
解、减少损失。

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建议，如果游
客直接与酒店、旅行社、航空公司或第三方平
台签订合同，应先找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可找旅游部门调解；调解不成可走法
律途径解决。

旅客反映机票及酒店客房退订难，海口市旅文局回应：

符合退订条件的，48小时内办结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余小艳）疫情
防控期间，为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更好地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8月3日，海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维权小贴士。

一、疫情期间购买到假冒、伪劣、“三无”
防护用品怎么办？

答：消费者要保存好消费记录等相关凭
证。消费者也可以直接找商家沟通，要求赔
偿。如果在大型网络交易平台购买的商品，
可拨打平台所在地12315、12345热线进行诉
求表达，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
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时，
消费者亦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要求赔偿，也

可选择拨打 12315、12345 热线投诉，或者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合同约定申请仲裁。

消费提示：广大消费者应选择资质齐全
的正规渠道购买食品、药品、防护用品等商
品，并注意查看商品标识、标签和质检证明。
微信个人或微商等渠道商品质量难保障，来
源难追溯，维权取证难，消费者应谨慎通过此
类渠道购买防护用品，谨防受骗。

二、购买宣传可防可治的商品后，发现无
效怎样维权？

答：消费者因经营者的虚假广告和宣传
而购买商品后，有权要求退货退款。

消费提示：面对形形色色的防疫信息时，
务必擦亮眼睛、保持定力，不轻信、不购买、不
使用未经官方认可的防疫抗疫商品，按照官
方推荐的防疫措施积极做好个人防护，莫要

盲目相信虚假夸大的信息。
三、疫情期间已签订各种服务合同，能否

要求经营者无条件退款？
答：受疫情影响，一些消费者不得已取

消了原已预订的出行旅游、餐饮、娱乐、学习
等消费活动。尽管有些行业及时出台各种
改单或退单政策，但售后服务涉及环节多、
退单政策不一等诸多客观因素，导致部分消
费者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相关消费纠
纷凸显。

消费提示：如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疫
采取行政措施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因
疫情致使消费者根本不能履行时，此情形属
于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不可抗力”，即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经
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予以配合，解除合同

并办理退费。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省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公布的现有的中高风险地
区和单位名单区域内的经营者，应当按照相
关规定予以配合，解除合同并办理退费。

如果遇到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但因疫
情出现，若不解除合同会对消费者权益有
重大影响，此时可用“情势变更”与经营者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产生纠纷时，消费者
可求助相关部门或诉诸法院请求变更或解
除合同。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
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按需购买，切勿

盲目抢购，大量囤积物品，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对于部分经营者制假售假、以次充好、虚
假宣传、拒不履责等不法行为，可以拨打
12315、12345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1.请市民持续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调
整情况，尽量避免前往国内涉疫区以及中、高
风险地区。

2. 确需前往风险区域的，请向所在社区
（村）和工作单位报备，按规范落实返琼后的
疫情防控措施。

3.健康码被赋予黄码的，请在72小时内进行
核酸检测，做好防护、避免聚集。黄码期间个人将
被限制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1次核
酸检测结果阴性后黄码将自动转为绿码。

4. 请市民在医院、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宾馆酒店、影剧院、体育场、旅游景区、公共交
通工具、候车（机）室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
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5. 养成文明用餐、注意咳嗽礼仪等良好
的卫生习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6. 保持个人防护意识，科学佩戴口罩、勤
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
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7.如有可能接触病人或病毒污染的场所，

应佩戴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时洗手
和消毒。

8.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目前预防控制新
冠肺炎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请符合接种疫
苗条件的人群尽快到接种点进行接种。

9. 请持续关注自己和家人健康状况，一
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
或丧失、腹泻等症状，及时做好个人防护，就
近到发热门诊排查诊治，就医过程避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

海口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示

当前疫情防控注意这9点！

新闻多一点

受疫情影响退单，能否无条件退款？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维权小贴士

保持战时状态，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就近核酸采样
满足市民需求

8月3日，在海口
一临时核酸检测点，
医护人员为一名儿童
采集咽拭子样本。

近日，不少市民
的健康码由绿码转为
黄码，需要在收到该
信息后72小时内，尽
快到就近采样点采样
进行核酸检测。海口
设置了 33 个核酸检
测采样地点，满足市
民核酸检测需求。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8月3日讯
（记者习霁鸿 实习生李科
翰）为有效控制和降低新
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8
月3日，海口市疾控中心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

预约挂号方式

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智慧医院、支
付宝、自助机、电话预约（预约电话：0898-
68642547）、诊间预约、现场预约

就诊注意事项

患者预约缴费成功后，请按预约时段提
前30分钟进入门诊区域。

进入医院所有就诊患者及陪同者均需
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和包括流行病学
史在内的预检分诊，出示“海南健康码”“行
程码”。

患者就诊须减少家属陪同，除老年人、行

动不便者限定一名陪同人员，无特殊情况不
要携同其他人员进入门诊区域陪诊。

行程码显示14天内有岛外旅居史者，须
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为避免现场缴费窗口出现人群排队、聚
集，请患者就诊后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自
助机等方式自助缴费。

住院以及陪护

住院患者、家属凭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结果办理入院。

所有患者及陪护人员请配合各关口工作
人员完成“4必查1询问1登记”（查体温、口
罩、核酸检测结果、健康码和行程码，询问流

行病学史，登记进出人员相关信息）。
需要陪护的家属携身份证及时到护士

站完成筛查及信息登记并领取陪人证，陪护
人员应做到“一患一证”，无陪人证禁止进入
病区。

陪护期间不得离开病区，一旦离开后，则
需重新做核酸检测，要求陪人相对固定，必须
为无发热、健康码及行程码均为绿码。

科室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外出检查等
特殊情况外，患者及陪护人员不得随意进出楼
宇。陪护期间不串病房、不聚集、不扎堆。期
间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请及时告知科
室医护人员，及时就诊，终止陪护。疫情防控
期间谢绝探视，建议网络问候。

海报防疫科普

德尔塔
怎么
省疾控专家权威解答省疾控专家权威解答

“德尔塔”变异毒株有何新特点？

“德尔塔”毒株目前是全球疫情流行的一个最主
要的毒株。综合目前的研究，德尔塔毒株表现出以下
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1 传播能力明显增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德尔塔病毒和其他的
非VOC和老的病毒株比起来，它的传播率增加近
100%。

广东省暴发的德尔塔变异病毒引起的新冠肺炎疫
情提示，它的传染力比以前的流行毒株增加了1倍。

同时，它的潜伏期和传代间隔都有所缩短，潜伏
期现在大概是4天多，传代间隔现在变成了3天左右。

2 有可能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增加

被“德尔塔”毒株感染后，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比
较高。合并有基础性疾病，比如哮喘、支气管扩张等
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等，都是重症的
风险因素。

3 新冠疫苗对其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
但仍有良好预防保护作用

目前现有的研究和观察提示，新冠疫苗对预防德
尔塔病毒的保护力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疫苗
对德尔塔病毒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相比
未接种疫苗的病例，接种疫苗的病例从确诊到产生抗
体阳性的时间短、CT值高、住院时间短。

感染“德尔塔”毒株后有何症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医疗救治组指出，在
此次南京疫情中，被“德尔塔”毒株感染以后，早期症
状可能仅表现为乏力、嗅觉障碍或者轻度的肌肉酸
痛，症状非常不典型。

现有防控措施还有效吗？

德尔塔变异株仍然是冠状病毒，它的传染源、传
播途径已经基本清楚。面对德尔塔变异株，现有防控
措施仍然有效。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海南省疾控中心提
醒公众，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
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如何防范“德尔塔”变异毒株？

1.坚持戴口罩 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的习惯，尤其
是前往公共场所，特别是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电梯等
密闭空间时，一定要佩戴口罩。

2.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
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出差 出行前注意查询目的地
的疫情进展及防控措施要求，自备充足的个人防护用
品及必要的消毒用品。建议公众近期减少出省，以室
外活动为主，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尽量避免人群聚集。

3.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最
有效的措施。

4.要注意良好的个人卫生 手卫生尤其重要，要
勤洗手，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和流动的水来洗手。外出
返家后，要及时用洗手液或者肥皂和流动的水来洗
手，必要时要使用消毒湿巾或者免洗消毒液进行消
毒，避免用未清洁的手接触口、眼、鼻。

5.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尤其旅游归来后，应密切
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味觉（嗅觉）障碍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
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
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不建议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本报记者 马珂 海报设计/制图 陈海冰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院区就诊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