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各大医院提倡网上预
约就诊，患者可通过医院官方
微信公众号、“海南智慧医院”
APP、“健康三亚”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挂号，分时段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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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快递 注意4
取件前 需做好个人防护

尽量提前和派送人员取得联系，错开取件高峰，采取无接触
配送，避免人员聚集。取件前应佩戴好口罩，可携带一次性手套、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或消毒湿巾。所购物品需要当面签收时
可自带签字笔。

取件时 避免聚集，减少接触

取件时，尽量与快递员及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尽
量避免面对面接触。如有条件，可通过快递柜收取快递。

取件后 不要把快递外包装拿回家

取件后建议就地拆封处理，尽量
不要把快递外包装带回家。如果收到
国际快递或来自国内高、中风险地区
的快递后，建议立即对外包装进行全
面消毒。如果没有消毒工具，最好戴
上一次性手套，避免用手直接接触。
处理完包裹后要及时摘下手套，用肥
皂洗手液在流动水状态下认真清洗双
手。在收取和处理快递的过程中，不
要用手触碰眼、鼻、口。

回家后 及时洗手

外卖食品等只能回家拆封收取的
快递，在门口或阳台等通风处及时拆
封，拆封前可用含氯消毒剂或75%酒
精对外包装进行预防性消毒，将消毒后
的包装按照生活垃圾处理要求尽快处
理。全部完成后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
动水下按照“七步洗手法”洗净双手。

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不要
网购、邮寄未经检测合格、无检验检疫
证明、无消毒合格证明的进口冷链食
品。购买境外冷冻冰鲜食品，要关注
海关食品检疫信息，做好外包装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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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防疫科普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马珂 实
习生李成纬）近期，随着疫情防控加紧，

“流调”成了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一些
市民可能会接到“问这问那”的流调电
话，请大家不要反感，积极配合。

流调是什么？这项工作在疫情防控
中有什么作用？流调都问些什么？公众
应 该 如 何 配 合 ？ 流 调 会 保 护 隐 私
吗？……对于这些问题，海南省疾控中
心8月5日作出解答。

流调是传染病防控中的
重要一环

流调，全称是流行病学调查，是传染
病防控中非常重要的工作。通俗而言，
即疾控部门要调查传染源（患者）去过的
地方，可能传播的范围，追踪可能被感染
的人群。流调是疫情控制的基础，流调

信息收集是否准确、完整，决定着能否快
速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

省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流调
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是追踪传染源
（患者）的活动轨迹，评估疫情可能波及
的范围，划定风险区域；二是流调是追踪
密切接触者、排查高危人群的基础，对于
防止疫情蔓延扩散起到决定性作用；三
是流调信息是开展医学隔离、医学观察
的依据；四是流调信息是描述性/分析性
流行病学的重要数据来源，可为研究传
染病特征、流行规律等提供基础信息；五
是流调信息是开展风险评估、制定疫情
防控政策的基本依据。

直白地说，流调就是要调查清楚：在
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去过哪、做过什
么、遇到过谁。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要
找出传染源、找出可能被感染的人、找出
可能被污染的场所，以便精准地采取防

控措施，尽早将疫情控制在初步阶段。

流调只问与疾病传播相
关的问题

省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如
果公众接到流调电话，可能是其近期
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过密切
接触，流调人员需要进一步核实，以初
步判定其是否存在被传染的风险。请
接到流调电话的公众耐心如实提供相
关信息。

流调工作需要获取的信息包括个人
基本信息、近期的健康状况、近期的外出
史、详细的活动轨迹、外出时的个人防护
情况、购物时的支付方式及其他对疾病
防控有用的信息。

需要提醒的是，流调工作人员在表
明身份后会询问以上信息，但是不会询

问银行卡号、微信（支付宝）支付密码等
与疾病传播不相关的问题。

流调获得的所有信息都
将严格保密

省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流调获
得的所有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保护个
人隐私是医学伦理的要求，也是传染病
法明确规定的，更是每一位流调人员恪
守的职业道德。

该负责人表示，如临床医生只有获
得准确疾病信息才能给出正确的诊断
和治疗方案一样，流调人员获得详细、
准确的流调信息，才能采取精准的防控
措施，及时遏制疫情蔓延。所以，如遇
流调人员登门拜访或通过电话、微信开
展流调，请一定要全力配合、如实提供
准确的信息。

流调是疫情控制的基础，只询问对疾病防控有用的信息并将严格
保密，省疾控中心提醒——

流调非常重要 来电务必接听

本报三亚8月5日电（记者李艳玫）
近日，全国多地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病例，
为有效应对疫情，同时满足广大市民看
病就医需求，三亚各大医院调整了门诊
就诊流程，并发布就诊温馨提示。

三亚市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

发热门诊、急诊科 24小时全天接
诊，普通门诊为周一至周日上午8时至
12时，15时至18时。该院在门诊楼前西
北侧停车场，独立设立核酸采样站，采样
时间为上午8时至24时。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发热门诊、急诊科 24小时全天接
诊，普通门诊为周一至周日上午 8 时
至12时，14时 30分至17时 30分。该

院发热门诊电话为 0898-38225865、
13700439120。 8 月 6 日起，除急诊
外，全面实行分时段预约诊疗。门诊
患者需按照预约的时间段提前半小时
在诊区报到。就诊时，患者需携带身
份证实名制就诊。因个人原因取消就
诊，按照线上退号流程提示操作即
可。该院将严格按照预约就诊时间引
导患者进入门诊楼，患者务必按照预
约时段就诊。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需做核酸检测的人员，无须进入门
诊楼内，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挂号热带
医学科，前往热带医学研究所进行核酸
检测。所有人员须按规定通道进出门、
急诊，全程须正确佩戴口罩，主动提供身

份证、海南健康码、行程码，配合工作人
员完成手消毒、体温检测和流行病学史
询问，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等人员，须
携带身份证填写《就诊人员登记表》。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住院病区实行门禁管理，原则上固
定一名陪护，特殊情况需调换陪护人员
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陪
护人员进入病区应自觉接受体温测量、
出示健康码绿码、配合信息登记，谢绝探
视。体温异常、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和涉
疫区的人员不得陪护，严禁外卖及快递
进入病区。

三亚市中医院

门诊实行实名制、全预约、分时段

就诊，患者需提前关注“健康三亚”公众
号，现场可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
务，协助挂号。就诊当天患者需出示身
份证、海南健康码及行程码，经门诊楼
前预检分诊处查验后进入门诊大厅。
70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孕产妇等，
经门前绿色通道进行流调，测量体温后
可进入。病情平稳患者原则上独立就
医，老年或行动不便患者、儿童、孕产
妇，建议一名亲友陪同。必要时可适当
增加陪同人员。

三亚各大医院调整门诊就诊流程

海口约谈网络订餐
第三方平台
保障餐饮外卖食品安全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余小艳）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餐饮外卖食品安
全，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约谈美
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相关负责人。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要求两大平台要
切实履行服务平台主体责任，确保送餐
人员新冠疫苗接种率达100%，要求所
有送餐人员必须接种疫苗方可上岗。同
时，两大平台必须根据防疫要求做好上
传下达工作，及时告知送餐人员隔离酒
店及小区名称，划好电子围栏、针对中风
险区域及时做好防控措施，若未实施到
位，将依法追究平台法律责任。

海口临时调整
21条公交线路
包括10条跨市县线路以及
11条途经疫情管控区线路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郭萃 通
讯员陈明镜）根据交通运输部和省市防
疫工作要求，8月5日起，海口公交集团
对10条跨市县的公交线路以及途经疫情
管控区“南宝花园”“云龙产业园”的11条
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后将自行恢复原线路运营。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的。

市民可关注“海口公交集团”微信公
众号，或通过“椰城市民云”APP和海口
公交集团客服热线“66663066”了解线
路动态。

本报海口 8月 5日讯 （记者计思
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根据省、市指挥
部会议精神，海口市秀英区8月4日起
在秀华小学、时代广场、万达广场、王
府井·恩祥生活广场、海口市十四中设
置5处临时核酸采样点，开展免费核酸
检测服务，时间为上午8：30-12：00、
14：30-18：00。

曾在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周边停留

导致健康码转为黄码的人员、从事重点
行业需定期开展核酸检测人员，可持身
份证（儿童携带户口本）在规定时间内
前往临时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前往临时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的
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不要与其他人员
接触，避免人群聚集。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进一
步做好12-17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8 月 5 日下午至 8 月 8 日，秀英
区将长流卫生院、西秀卫生院、海秀
卫生院、永兴卫生院、石山卫生院、东
山卫生院和海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
时设置为12-17岁人群新冠疫苗专用
接种门诊，接种时间为上午 8：00-
11：30 和下午 2：30-6：00。18 岁以
上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可以到周其他
门诊接种疫苗。

海口秀英区：

增设5处临时核酸采样点

本报海口 8月 5日讯 （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海口市龙华区获悉，为更加方便 12-
17岁人群就近接种新冠疫苗，龙华区
新增市妇幼保健院解放东分院、国贸
社区卫生服务站、金贸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金宇社区卫生服务站、恒城社区
卫生服务站、头铺社区卫生服务站等6
个新冠疫苗接种机构。至此，龙华区

12-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机构增至
35个。

龙华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提醒，
12-17岁无疫苗接种禁忌症的人群根
据就近就便原则，携带身份证（或户口
本），由监护人签订知情同意书后，在
疫苗接种点咨询接种。为避免出现排
队拥挤现象，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或现
场等方式预约，分时段前往接种点进

行接种。
受种者接种疫苗后应在现场留观

30分钟，无异常情况方可离开。由于
个体差异，接种后接种部位出现红肿、
硬结、疼痛，少数人出现发热、乏力、恶
心、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通常不需要
处理，1-2天即可自行恢复。如有其他
不适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并告知接
种单位。

海口龙华区：

12至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机构达35个

扫码查
看海口11条
途经疫情管
控区公交线
路临时调整
情况。

扫码查
看海口10条
跨市县的公
交线路临时
调整情况。

8月5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临时核酸采样点，医护人员给
市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当天，该区新增两个临时核酸采样点，以更
好满足群众核酸检测的需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琼山区：

加强核酸检测 满足群众需求

正确洗手 步骤7
第一步，洗手掌

手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揉

第二步，洗手背

手心对手背，手指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揉

第三步，洗指缝

手心相对，手指交叉，相互搓揉

第四步，洗指背

一手弯曲呈空拳，把手指关节放在另一手的手心，旋转搓揉

第五步，洗拇指

一手握住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旋转搓揉

第六步，洗指尖

一手五指指尖并拢，放在另一只手的手心，旋转搓揉

第七步，洗手腕

一手握住另一只手的腕部，旋转搓揉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为了避免疾病经手传播，应注意正确洗手，洗手频率根据具
体情况而定。以下情况应及时洗手：

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口罩后，接触过泪眼、鼻涕、痰液和
唾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后，护理患者后，准备食物前，用餐
前，上厕所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扶手、门柄、电梯按钮、
钱币、快递等物品），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处理婴儿粪便后，接
触动物或处理动物粪便后。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该怎么办？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可选用含75%酒精的手消毒剂进行手
部清洁，将消毒剂涂抹双手，持续揉搓15秒。

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化氢手消毒剂。使用时
用量要足够，要让手心、手背、指缝、手腕等处充分湿润，两手相
互摩擦足够长的时间，要等消毒液差不多蒸发之后再停止。

对公众而言，不建议以免洗的手部消毒液作为常规的手部
清洁手段，只是在户外等没有条件用水和肥皂洗手的时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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