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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本报海口 8月 4日讯 （记者计
思佳 刘梦晓）为贯彻落实省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要求，进一步加
强和完善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工
作，逐步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及时发
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排除风险隐
患，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海口市8月
4日在各区分别设置 8个临时核酸
采样点。

“大家按照顺序排好队，不要随便
更换队伍，配合医护人员采样……”8
月3日上午10时许，在海口市龙华区
金广大厦小区，第二轮核酸采样工作
正在这里进行。城西镇政府的工作人
员举起喇叭，在合理范围外对待采样
的业主叮嘱道。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在小区院子
里，两组医护人员对已经排好队的业
主同时进行采样，每名业主手里还持
有一个提前发出的编号。海口市卫健
委医政科科员袁国强介绍，这个编号，

就是总结了上次采样工作后的一次创
新尝试。

“我们对这个小区采取的是 10
人共用一个条形码的办法进行采
样。”袁国强解释，金广大厦与发现病
例的南宝花园小区，只隔着一条马
路，现在属于中风险小区。采取10
人共用一个条形码的办法开展采样
工作，相比一人一码的方式，能够降
低一半以上的成本。但这也要求住
户在哪支队伍排队，就必须要在哪支
队伍采样。

“在之前的采样工作中，有的住
户看到别的队伍短就去了那边，这
样整支队伍的采集就白做了。所以
今天每人都编码，让大家从头到尾
都在一支队伍里完成采样。”袁国强
说，编码排队的方式，既加快了采样
的速度，让采样结果更准确，又降低
了成本。

而为了减少人员的聚集，金广大

厦物业管理人员也采取群发通知的形
式，从最高层住户逐层向下，通知每两
层的住户下楼采样，减轻了地面管控
压力。截至8月4日，金广大厦小区所
有住户第二轮核酸检测已经全部测出
结果，均为阴性。

海南日报记者还从海口市召开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海口4个区正
持续增设采样点，并力争12小时内完
成“黄码转绿码”。

据了解，当前海口各区将在辖区
内统筹安排2至3个临时采样点，每个
点设置10至15个采样组，每个采样
点目标采样数1000人，通过增设采样
点位，减少采样排队时间。

同时，已协调金域、迪安、省市医
疗机构等检测机构，将已出核酸检测
结果的数据直接上传省大数据管理
局，完成数据比对后直接黄码转绿，目
前已完成转码8136人。

海口增设8个临时核酸检测采样点，力争12小时内完成“黄码转绿码”

8136人已“黄”转“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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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样前2小时尽量避免进食，不应吸烟、饮
酒、嚼口香糖等，以免频繁吞咽影响咽喉部病毒
富集，影响检测结果

2 正确佩戴口罩，只有在口咽拭子采样时才
能取下口罩（采样完毕请立即戴好），可准备一个
备用口罩，方便污染后随时更换

3 请随身携带纸巾，采样中可能会出现不
适，如流泪、打喷嚏等情况

4 由于医护人员防护严密，可能听不清讲
话，请随身携带身份证，并提前打开健康码，节约
时间，提高采样效率

5 天气炎热，排队时间相对较长，请听从指
挥，自觉保持1米以上间隔、不交谈，并做好防暑

1 采集鼻咽拭子前，请提前告知采样人员是
否有鼻腔手术史、鼻中隔弯曲、血液病、咽喉疾
病，或服用抗凝药等相关危险因素；采样过程中
可能出现鼻部酸痒感，刺激打喷嚏，请立即用纸
巾（提前备好）或手肘遮挡

2 采集口咽拭子时，请头稍后仰，张口发出
“啊”音；采样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刺激性干咳、恶
心、呕吐等症状，请尽量放松、深呼吸

3 现场采样过程中，请注意手部卫生，不要
用手触碰采样台、医务人员防护服等，避免污染

1 采样完后请立即洗手或用免洗手酒精擦拭
双手，如需换备用口罩，请将废弃口罩投入指定
医疗垃圾桶

2 采样完后请立即离开采样地点，不要在采
样地点周围吐痰、呕吐、逗留

3 由于目前核酸检测量非常大，检测报告出
具时间可能会延后，请及时关注查询检测结果信
息；一旦检测结果阳性，请积极配合医疗机构做
好后续的排查、转运处置等工作

戴两个口罩，防护效果会更好？

专家：佩戴两层口罩不仅不能增加安全性，还会影响口罩的气密
性。口罩的设计已经保证戴一个就能实现有效防护，如果戴两个口罩，
口罩之间可能因摩擦造成移位。因此，只要选择适合自己脸型大小、质
量合格的口罩，戴一个口罩就够了

能把口罩拉到下巴处吗？

专家：这是绝对不可取的行为。因为一般外科口罩可以阻挡大部分
粘在飞沫上的病毒进入呼吸道，如果把口罩拉到下巴处，口罩外部带有
的飞沫或细菌就会沾染到下巴或下唇上，等于把细菌直接送到了嘴边。
所以，若想透气或者吃东西最好先摘下口罩，别怕麻烦。

“口罩鼻夹夹不紧，口罩漏气，其实相当于没戴！”健康教育专家强
调，戴口罩时多做两步：按按鼻子，贴紧下巴；戴上口罩后最好进行气密
性检查：吸气时口罩面会有微微塌陷，呼气时会有鼓起，这说明佩戴后口
罩的气密性是足够的，如果鼻梁或者两颊漏气的话，则需要调整。

健康教育专家特别指出，用手触摸口罩外侧之后没有洗手，反而会
增加接触传播的概率。若想摘下口罩，拿住挂耳绳取下即可；若想调整
口罩位置，尽量只触碰口罩边缘，并且注意触碰后要洗手。

健康教育专家提醒市民，口罩不能用酒精进行喷洒后重复使用。因
为用酒精处理口罩，会让口罩外层的材料变性，对于唾液的阻挡能力就
会下降，这样口罩的过滤功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失效。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李科翰 海报设计/制图 陈海冰

参加核酸检测参加核酸检测
你要了解这些你要了解这些

科学佩戴口罩科学佩戴口罩 有效防范疫情有效防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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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期间，科学佩戴口罩是
公众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近日，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专家纠正了佩戴口罩
的误区，并介绍了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

海口暂停商业性演出

杜绝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区旅游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计思

佳）为进一步加强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8月4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
通告，明确暂停商业性演出和集聚性
活动举办，坚决杜绝组团前往高中风
险地区旅游，提倡家庭私人聚会聚餐
控制在10人以下。

减少聚集性活动

各级、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暂
停商业性演出和集聚性活动举办，暂
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及培训等校
内外师生聚集活动，减少各类非必要
的聚集性活动。确需举办的大型活
动、重要会议（50人以上），要严格落

实主办单位主体责任，严格履行属地
报批程序，严格制定疫情防控方案，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谁主办、
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严防活动
期间发生疫情。

倡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提倡家
庭私人聚会聚餐控制在10人以下。

落实文旅防控措施

各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及时
关注疫情动态，坚决杜绝组团前往高
中风险地区旅游，不得开展前往高中
风险地区的“机票+酒店”业务，也不
得从中高风险地区揽客来琼旅游。
导游带团过程中，严格落实在交通、
住宿、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

防控要求。
各旅游景区要严格落实“限量、

预约、错峰”要求，控制游客接待上
限，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严
格落实扫码登记、测体温等要求，督
促游客执行好“一米线”、佩戴口罩等
措施。

规范发热人员就诊管理

广大市民如有发热、咳嗽、腹泻等
症状的应就近到发热门诊就诊。未设
置发热门诊、发热哨点诊室的医疗机
构，特别是社区医院、村卫生室、个体
诊所不得接诊发热患者。发热患者在
发热门诊、发热哨点诊室需100%检
测核酸。

减少非必要外出

请广大居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
疫情风险提示信息及风险等级调整情
况，非必要不出岛，尤其是不前往境
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涉疫区（国内
中高风险所在地级市、区）。

入境人员严格落实“14+7”管控措
施，即14天集中隔离期满后，再进行7
天居家健康监测。14天内有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的，入琼后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14天，并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14天内有涉疫区旅居史的，凭48
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
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的，抵琼后在口
岸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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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在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一名青少年在接种疫苗。
据了解，12-17周岁无疫苗接种禁忌症的人群按照接种安排计划，根据就近就便原则，携带身份证（或

户口本），由监护人签定知情同意书后，在疫苗接种点咨询接种。其中12-14周岁人群可由监护人带领，
就近至各固定接种点接种疫苗。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海口加快推进
12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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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月 4日讯 （记者计
思佳）8 月 4日，海口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该市疫情防控最新进展。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8月
3日，海口全市新增接种疫苗30256
剂，其中第一剂新增27801剂，第二
剂新增2455剂；累计接种425.02万
剂 次 ，其 中 第 一 剂 累 计 接 种 数
221.46万剂次，占全人群77.07%；第
二剂累计接种数 203.56 万剂次，占
全人群70.85%。

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段时间以来，新冠病毒德尔塔毒
株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此次南
京关联疫情已波及 15省 34市。接
种新冠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
控措施，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就能更
快地构筑起全民免疫屏障，有效阻
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保护大家的
生命健康安全。

海口市从7月26日开始为15岁-
17岁人群接种疫苗，8月2日起为12

岁-14岁人群接种疫苗。截至8月3
日24时，12岁-17岁人群第一剂新增
接种23893剂，累计接种疫苗92748
剂，占12岁-17岁人群48.47%；其中
15岁-17岁人群累计接种65506剂，
占15岁-17岁人群66.13%，12岁-14
岁人群累计接种27242剂，占12岁-
14岁人群29.52%。

从目前12岁-17岁接种情况来
看，海口市接种进度较为缓慢。特
别是15岁-17岁的人群，暑期同学

聚会、旅游、出行等活动较多，相较
于开学期间单纯的“两点一线”活动
地点、路线更为复杂，接触和感染新
冠病毒的风险也更大。因此呼吁各
位家长，尽快带自己的适龄孩子就
近前往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由
于德尔塔病毒传播性更强，转为危
急重症的比例也更高，抵抗力弱的
人群更需要疫苗保护。也呼吁老年
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完成
两针次的接种。

海口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425万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