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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9日通报，8月8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
输入病例31例（上海8例，广东8
例，云南8例，北京3例，内蒙古1
例，浙江1例，四川1例，陕西1例），
本土病例94例（河南41例，江苏
38例，湖南12例，湖北3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9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538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20
例（其中重症病例13例），无现有
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767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954例，无
死亡病例。

截至8月8日24时，据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603 例（其中重症病例 49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587例，累
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93826例，现有疑似病
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27361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4831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
状感染者39例，其中境外输入31
例，本土 8例（河南 4例，湖北 4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3例（境
外输入1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9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32例（境
外输入40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27858例。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12013例（出院11725例，
死亡2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
例（出院57例），台湾地区15782
例（出院13066例，死亡809例）。

国家卫健委：

8日新增确诊病例125例
其中本土病例94例

新华社郑州8月9日电（记者
刘怀丕）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截至8月9日18时，郑
州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原无
症状感染者转确诊35例。

自7月30日以来，郑州市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6例、无症
状感染者12例。截至8月9日18
时，郑州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基
本结束，累计采样1204.61万人，
检测834.19万人，尚未检出异常
结果。另外，在对隔离点重点人员
检测时，检出阳性3例。

结合新增病例发展情况，郑州

市按照逢阳必报、即报即隔、应隔
尽隔的原则，在前期对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住院患者、陪
护人员及家属等高风险群体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的基础上，对7月
23日以来多次进出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的人员，按照风险大小分批
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切实圈住
封牢传播源。

截至目前，郑州市已启用196
个隔离点，累计集中隔离15855
人。各隔离点分别由各区县（市）成
立工作专班，配置医疗、后勤、消杀、
心理等工作人员，尽一切力量服务
保障集中隔离群众的基本生活。

郑州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

本报海口8月 9日讯 （记者张惠
宁）8月9日，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重要
提示，请黄码人员尽快进行核酸检测。

为有效控制和降低新冠肺炎疫情传
播风险，海口市疾控中心现提醒广大市
民注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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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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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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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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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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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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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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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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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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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立即
到就近发热门诊就诊，主动、如实告知个
人旅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就医过程中
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海口市疾控中心：

黄码人员请在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嘉积8月 9日电 （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罗颖）连日来，琼海市住建
部门迅速行动，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强化工地疫情防控检查，
抓细抓实全市住建领域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疫情防控始终保持高压严管
态势。

在海南东部区域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琼海保利时代等在建项目现场，琼
海市住建局检查组深入企业项目部、施
工现场，实地检查口罩佩戴、扫码测温、
出入登记、消毒液储备、卫生消杀等疫
情防控落实情况，督促各参建单位严格

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压实细节、查漏补
缺，进一步巩固防疫堡垒。

据了解，为加强琼海市住建行业疫
情防控工作，琼海市住建局陆续派出检
查组，要求在建项目加强重点人群排查
和施工现场管控，提升疫情防控意识，加
强应急值守。同时强化物业小区和房产
营销场所疫情防控管理，做好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排查等。

琼海市建设工程质监站有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强化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保证在建
项目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琼海

抓实抓细在建项目领域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陈海高）因存在未对进店人
员测量体温、劝戴口罩、销售管控药品
登记不规范、部分药品或商品未标明价
格等问题，海口市24家药店被责令改
正，两家药店被责令停业整顿，共罚款
11300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9日
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的。

8月1日至8月8日，海口市市场
监管系统共出动869人次，检查零售药
店1152家次。监管人员根据《关于加
强药械管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要求，针对零售药店是否落实“退烧、止

咳、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药品实名登
记扫码购药”“测量进店人员体温”“店
内人员规范佩戴口罩”等防疫要求和药
械销售质量管理情况开展检查。

检查发现，大部分零售药店能较好
地履行防控主体责任，个别药店仍存在
未对进店人员测量体温、不戴口罩、销
售管控药品登记不规范、部分药品或商
品未标明价格等问题。

下一步，海口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
严格要求药店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对
于落实不力的药店依法严肃处理，为海口
市疫情防控和市民用药安全保驾护航。

海口

两家药店违反防疫要求被停业整顿

本报万城8月 9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小静）8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进一步
落实疫情防控部门管理责任，该市相关
职能部门对城区农贸市场、药店、餐馆
等各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督促整改。

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检查内容包
括检查农贸市场及沿街商铺、商贩是否
存在不佩戴口罩等行为、农贸市场是否
落实人员体温检测、环境卫生消毒消杀
等，检查药店是否暂停销售退烧、感冒、

止咳类药品，检查网吧、泳池等是否按
规定停业等。

检查发现，万宁仍然有部分酒店存
在员工上岗未佩戴口罩、人员进出测温
不到位、电梯间没有设置电梯按键抽纸
和免洗消毒液等，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当场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严格按照
防疫要求进行整改。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该市将继续加大明察暗访力度，
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检查和督
导工作。

万宁

专项检查公共场所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余小

艳）8月8日，海口市应急管理局联合
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旅文局、市供电
局、市住建局、民生燃气公司等单位对
海口市秀英区智选假日酒店（大华西
海岸店）、贵族游艇会酒店、海南兵工
大酒店等3家定点隔离酒店进行督查
检查。

督查组采取听取汇报和现场检查
的方式，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工作情况，对
隔离点酒店房屋设计、消防、用电、燃气

等方面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对督查发现
的隐患问题，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单
位，要求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
督促企业立即落实整改。

督查组指出，安全是开展工作的前
提和底线。当前，国内疫情呈现局部反
弹，各区、各部门和企业要充分认清当
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安全生产的复杂
形势，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毫不放
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牢牢守住
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筑
牢安全防线。

海口

开展定点隔离酒店督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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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地表水“同比”均表示与可比断面（点位）进行同期对比（共192个，其中河流断面140

个，湖库点位52个）。
②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每月监测1次，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监测1次。
③水质目标采用《海南省污染水体治理三年行动方案》（琼府办〔2018〕27号）中确定的

2020年水质目标。
④面积比例：由于三亚铁炉港地形复杂导致国家指定的海水质量评价系统软件处理数据

时出现问题，且目前软件问题未解决，本次面积比例评价剔除铁炉港度假旅游区点位。最终
面积比例以海水质量评价系统软件修复后得出的比例为准。

⑤“湾长制”水质目标为《关于印发<海南省全面推行湾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办发
〔2021〕8号）确定的水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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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内河（湖）水质状况

全省实际监测评价的86个城镇内河（湖）水体92个断面（点位）中，85个断
面水质达到相应水质目标③，达标率为92.4%，同比上升24.7个百分点。劣V类
断面有7个，占7.6%，同比下降22.5个百分点。主要超标指标为总磷、氨氮、化学
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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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为99.85%④，同比
下降0.01个百分点；劣四类水质面积比例为0.03%，同比上升0.03个百分点。劣
于二类的水质出现在万宁小海、文昌清澜湾、三亚榆林港近岸海域，主要污染指标
为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196个省控监测断面（点位）的水质优良（Ⅰ~Ⅲ类）比
例为87.3%，同比①下降2.1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0.5%，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19个市县中，海口、文昌等2个市县水质轻度污染，万宁、临高、乐东、东方、三亚、儋
州等6个市县水质良好，其余市县水质为优。

省控河流水质良好，水质优良比例为85.3%，Ⅳ~Ⅴ类比例为14.0%，劣Ⅴ类比例
为0.7%。其中，南渡江、昌化江流域和南海各岛诸河水质为优，万泉河流域和西北部、
南部诸河水质良好，东北部诸河水质轻度污染。143个监测断面中，塔洋河田头桥断面
水质重度污染；什候河湴湾村、半岭水海螺村、红水河红水村、文教河坡柳水闸、珠溪河
河口等5个断面水质中度污染；春江河口、南罗溪高石塘、东山河后山村、铁炉溪旧州、
望楼河乐罗、三亚河林家村、巡崖河龙湖镇、罗带河罗带铁路桥、文昌江农垦橡胶所一
队及下园水闸、北门江侨值桥及中和桥、北山溪水涯新区、文教河潭牛公路桥、演州河
河口等15个断面水质轻度污染，其余断面水质优良。超Ⅲ类水质断面主要污染指标为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断面超标率分别为9.1%、6.3%、4.9%。

省控湖库水质为优，优良湖库比例为90.3%，Ⅳ~Ⅴ类比例为9.7%，无劣Ⅴ类湖
库；轻度富营养的湖库4个。41个主要湖库中，湖山水库为中度污染、轻度富营养，
高坡岭水库及跃进水库为轻度污染、轻度富营养，万宁水库为轻度污染、中营养，珠碧
江水库为水质良好、轻度富营养，其余湖库水质优良、呈贫营养或中营养状态。超Ⅲ
类水质点位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点位超标率分别为
5.7%、5.7%、1.9%。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全省32个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同比持平。所有
监测②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符合或优于地表水或地下水Ⅲ类标准，符合国
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95.9%，良级天数比例为4.1%，无轻度及以上污染天。19个市
县优良天数比例均为100%。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上升0.2个百分
点，优级天数比例上升4.9个百分点。

全省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PM2.5浓度为 11微克/立方米，PM10浓度为 22微
克/立方米，O3浓度为89微克/立方米，SO2浓度为5微克/立方米，NO2浓度为6
微克/立方米，CO浓度为0.6毫克/立方米，均符合国家一级标准。与去年同期相
比，主要污染物O3浓度下降7.3%，PM2.5和PM10浓度持平，SO2、NO2和CO均在低
浓度水平波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现发布《2021年第二季
度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8月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重点区域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25个“湾长制”重点港湾海水水质总体良好，小海、潭门港湾、清澜湾、新村湾、
铁炉湾等5个港湾未达到“湾长制”水质目标⑤，主要超标指标为活性磷酸盐、化学
需氧量、无机氮。

7个重点园区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为优，特征污染物均未检出，所有监测指
标含量均符合海水一类标准。

8个海水养殖区中，文昌冯家湾、陵水黎安港、乐东莺歌海、东方板桥镇、临高
后水湾等5个海水养殖区水质为优，陵水新村海水养殖区水质良好，均满足养殖区
水质目标；海口东寨港、万宁小海等2个海水养殖区水质为差，未满足养殖区水质
目标，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

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水平

全省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处于较高水平，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七
仙岭、铜鼓岭、亚龙湾、吊罗山、呀诺达8个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平均浓度分别为
8304个/立方厘米、7796个/立方厘米、4529个/立方厘米、5632个/立方厘米、2587个/
立方厘米、5503个/立方厘米、2611个/立方厘米、4697个/立方厘米，均远优于世界卫
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1000~1500个/立方厘米的标准，对人体健康极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