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8月8日至9日，海口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海口市13家定点隔离酒
店展开安全督查检查发现，消防、燃气、电力等方面
的安全隐患和问题53项，已督促立即或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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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隐患问题
53项。其中，秀英区3家定点隔离酒店10项，龙
华区4家定点隔离酒店15项，琼山区3家定点隔
离酒店17项，美兰区3家定点隔离酒店11项。此
次检查未发现房屋结构安全方面的问题。

对督查发现的隐患，海口市安委办要求属地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督促企业立即落实整
改，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确保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海口检查13家定点隔离酒店

53项隐患被责令整改

全市13 家隔离酒店可用客房1811 间
已用1172 间 余639 间

现有隔离人员22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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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 本报记者 郭萃

“龙维建旅客，你的核酸检测报告
已出，请扫描二维码领取报告。”8月10
日下午3时30分许，在位于海口新海港
华侨城展示厅的“三港一站”核酸检测
等候室内，正在躺椅上休憩的龙维建立
刻从椅子上起来快步走到服务台。

扫码得到一份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凭借报告取回身份证……在等待
约6个小时后，从北京来海口打工的
龙维建终于顺利离开港口。

“北京现在有疫情，虽然你没有
到过中高风险地区，但是仍属于涉
疫地区，因此必须持有48小时内的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您可以在港口
核酸检测点免费检测现场等待结
果。”早上10时许，刚下船的龙维建
由于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听从工
作人员的指引，前往港口核酸检测
点进行检测。

“原以为要在港口等待一天的时
间，但没想到实际比预想的时间要快
很多。”离开港口前，龙维建对着港口
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效率很高，
你们辛苦了。”

为何能如此高效快速地出具核酸
检测报告？“多亏了这个实验室，大大
提高了检测效率。”指着离采样点大约
10米处的一个“大箱子”，海口市“三

港一站”核酸检测点组长冼祥盛说道。
冼祥盛所说的实验室是移动

PCR方舱实验室，该方舱实验室8月
7日23时投入使用，占地大约33平方
米，可实现一站式核酸检测。实验室
内分为试剂准备、标本制备、扩增分
析、高压消毒四个区，日检测量可达
5000人份。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医护人员采
集完核酸样本后放入专用运输箱，随
后会有转运人员在做好防护措施的情
况下，将装有样本的运输箱通过样本
传递窗送至方舱实验室进行检测。

“这就省去了来回运送样本的时
间。”冼祥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以前

都是要将样本送去相关机构的实验室
检测，每3小时运送一次，再等6小时
左右出结果，这样旅客就需要在现场
等待接近9个小时，但现在方舱实验
室搬到检测现场后可实现就地采样、
就地检测，在样本量不多的情况下，可
实现6小时内出具核酸检测报告，优
化旅客通行效率。

在提高检测效率的同时，各部门
也在合力提升旅客等待时的舒适感。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等候室共有
上下两层，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屋
内宽敞明亮，设有可调节靠背的座椅，
同时备有自动贩卖机等设备，满足旅
客所需。

虽然在等候室等了6个小时，但
龙维建却没有感觉到无聊。“室内有空
调，不会觉得闷热，还提供手机充电服
务。”龙维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到了
中午饭点，工作人员还给他们送去了
工作餐，“吃完午餐再在躺椅上眯一
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目前该核酸检测点主要针对
‘三港一站’的入岛旅客进行检测，
接下来还可能会面向离岛旅客开展
核酸检测。”冼祥盛表示，“旅客都很
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将继续规
范流程，希望通过人性化服务让他
们更加舒心。”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海口新海港“三港一站”核酸检测点设立移动方舱实验室

现场核酸检测 6小时内出结果

本报海口 8月 10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10日，海口市召开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介绍，该市防疫物资的供储、保障
稳定有序。其中，特别储备约 150
万只儿童口罩，为9月1日秋季开学
做好准备。

据介绍，根据《海口市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重要医疗物资保供工作
方案》，海口市医疗机构重点储备救
治药品和设备，疾控部门重点储备
核酸检测试剂和设备。医疗物资储
备实行品种控制、总量平衡动态储
备，在保证储备防疫医疗物资的品

种、质量、数量的前提下，承储企业
按照动态储备原则，根据具体品种
的有效期及质量要求进行适时轮
换，确保储备的库存总量不低于计
划总量的60％。

目前，海口市有口罩、防护服等
防护物资 18 个种类，共 518.7 万件

（套）；酒精、洗手液等防护物资 19
个品种，共5.8万瓶（个）；医疗救治
设备42个品种共6563台；医疗救治
药品 18 个种类，共 15.2 万支；应急
设备类22个品种共1019台，药品类
12个种类共8231瓶。

此外，因近期海口开展大规模

人员核酸检测工作，使得帐篷变得
紧俏起来。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物资保障组组织会展企业，将帐
篷进行收集、统一调配管理，为美
兰区、琼山区提供 377 顶帐篷。同
时，还储备一定数量的帐篷，可随
时调配。

海口云龙镇今日开展
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10
日，海口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海口一些封控小区已经陆
续开始解封。封控区解除后，将转为警戒区管理
7天，设定流动检测点，加强流动核酸检测和居民
健康监测。警戒区管理7天后无新增病例报告，
则解除管理。

按封控管理办法，云龙镇于第一、四、七天开
展核酸检测。目前该镇第一、四天检测已完成，拟
定于8月11日（第7天）进行第3轮全员检测。

海口头铺农贸市场
解除封控管理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8月10日晚，海口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8月10
日22时起，对该区城西镇头铺农贸市场解除封控
管理，允许开放营业。

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提醒，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严峻复杂，全区
市民仍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加强自我健康
管理，加快新冠疫苗接种，出行佩戴口罩，进出公
共场所测体温、扫健康码，如有不适应及时就医。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李思瑾

“空调怎么开啊？”“电视机怎么
调？谁能帮我调一下？”“洗的衣服晾
哪里？”“怎么查核酸检测结果？”……
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一家健康管理
服务中心，入住的留观人员咨询着各
类问题。

与以往境外抵琼及内地高风险
地区抵琼人员有所不同，这批入住

人员多为本地乡镇大龄人员，大部
分没有酒店住宿经验，也不熟悉智
能手机。

针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想出了
用海南话录制教学视频的点子：从如
何刷门卡、插卡取电，到空调、电视、
冰箱、紧急呼叫按钮等设备的使用，
事无巨细地讲解操作，并将讲解视频
发在留观人员微信群里，供留观人员
随时观看。因为视频简单易学，阿公

阿婆们一看就会，纷纷点赞。
不仅如此，该中心留观组工作人

员李永参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考虑到
留观人群年龄分布广、人数多，他们
专门为高血压患者、特殊疾病以及小
孩制定了特殊餐食，避免其正常健康
生活受影响。

记者了解到，日前，一名老人被
送到该留观点，由于患有风湿病，正
在服用中药，但留观酒店中不具备

煮中药的条件，得知这一情况后，琼
山区流动人口管理局副局长丁慧娇
当即自掏腰包，为老人买来了煮中
药需要的锅、碗、红糖等用品，供老
人使用。

据了解，琼山区共设置了3个健
康管理服务中心，目前每个服务中心
均下设6个工作组，为留观人员提供
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海口琼山区留观人员点赞当地服务：

录制视频讲解“秒”懂实用操作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听说核酸检测要出示健康码，
海口市灵山镇大抚村60多岁的村民
王琼玉犯了难：操作智能手机不熟
练的她，在手机上根本找不到健康
码在哪。

8月7日，在灵山镇政府的组织
下，王琼玉来到了灵山镇中心学校
核酸采集点，此次在核酸采样现场，
王琼玉很快就看到一个新现象：不
少穿着红色马甲，上面印着“志愿美
兰”字样的年轻人，在帮助群众操作

手机。
“这里需要重新登录一下，登录

的验证码已经发到您的手机里了，我
来帮您操作。”在现场的志愿者杨茜，
正手把手地教着村民重新登录页面
领取健康码。

一番操作之后，村民的绿码显示
了出来，杨茜又告诉村民，“以后只要
在支付宝的页面里点击‘健康码’选
项，健康码就能显示出来了。”

“老年人找不到健康码在哪、不
会根据手机提示登录，这都是我们在
志愿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杨茜

说，为了提高核酸采样的效率，志愿
者们主动承担起帮助老人扫码的工
作，“村民在排队等候的时候，我们就
会走上前，提示大家提前准备好健康
码。如果发现有人不会操作，我们就
会教大家操作。”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也有越教越
乱的村民。在琼山区金花村开展志
愿服务的志愿者李启燕说，不少上了
年纪的老人，记不住个人信息，必填
项填错，这都需要志愿者一一核实清
楚后代为操作。

在现场志愿者的帮助下，王琼玉

同样也解决出示健康码的难题，顺利
完成了核酸检测采样。与此同时，她
也感受到了志愿者们细致而又周到
的服务。

帮助一位老人，常常要花上5分
钟甚至更久的时间，一天下来，志愿
者们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往往是常
态。不过李启燕却说：“为了提高采
样效率，志愿服务这个环节不能缺
少。而为老人服务，需要的就是更多
的耐心和细心，让他们感受到在各个
环节大家共同提供的便利。”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海口核酸采样现场，志愿者帮老人解决健康码使用难题

志愿服务加“码”核酸检测提效

海口防疫医疗物资储备充足，提前为秋季开学做准备——

已储备约150万只儿童口罩
海口市有口罩

防护服等防护物资 18个种类

共518.7万件（套）

8月9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公共图书馆的少
年儿童阅览区，一名儿童在专心阅读。

近期，该馆对读者进行每日限流限量管理，
设置距离一米的单人单座，给读者提供健康安
全舒适的阅读空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限流限量 单人单座

海口中山街道办：

做足“服务功”
检测“一路通”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请提前出示健康码，保持一米间
距，老人、孩子、孕妇优先，红码、黄码
请与工作人员联系。”8月10日，在海
口市龙华区西湖实验学校采样点，沿
着校园围墙，20多顶遮阳伞在人行道
上一字排开，现场不断传出录音广播，
提示市民做好核酸检测前的准备。

上午10时左右，海南日报记者在
西湖实验学校采样点现场看到，在西
湖实验学校教学楼前也搭起了4个更
大更长的绿色遮阳棚，每个绿色遮阳
棚就是一个核酸检测通道。

“请到2号通道，请到3号通道。”
教学楼前，排队的市民以10人为一组
有序地进行采样，西湖社区工作人员
吴美婷在现场忙碌，她告诉记者，“西
湖实验学校采样点是昨天才启用的，
街道办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安排。”

不少排队等待检测采样的市民
纷纷点赞。“做好市民的服务是为了
核酸检测工作‘一路通’，减少核酸检
测等待时间，加快速度，方便群众。”
海口市中山街道办工委书记王小燕
告诉记者，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分工明
确，有扫码测温服务组、老弱群体一
对一服务组、外场秩序服务组、采集
点现场服务组、工作督查组和红黄码
服务组等。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借用他人健康码出岛
儋州一男子被拘10日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亚春明）近日，儋
州一男子利用他人健康码进入客运大厅欲乘船
出岛，并隐瞒其发热症状，该男子被海南警方拘
留10日。

8月7日17时45分，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新
海港派出所民警在海口新海港客运站客运大厅内
对一名男子例行检查时，发现男子健康码为黄码、
体温检测结果为37.3℃并伴有持续发热症状，民
警立即将其带至海口新海港防疫组进一步甄别。

当晚23时24分，李某广核酸检测报告为阴
性。经查，李某广是海南儋州人，8月7日15时
许，李某广乘坐班车来到海口新海港，准备乘船出
岛，在进入客运大厅时，客运大厅工作人员发现其
健康码为黄码，不让其进入客运大厅。李某广随
即找到同乘一班车的男子，拿到该男子的手机，并
利用其健康码绿码进入客运大厅。17时45分，
李某广在客运大厅内被派出所民警查获。

李某广利用他人健康码进入客运大厅并隐瞒
其发热症状，导致海口新海港客运站停运长达5
个小时之久，其对自己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港航
公安局对李某广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政府的决定
的行为进行受案调查，并对李某广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医疗救治设备42个品种 共6563台
医疗救治药品 18个种类 共 15.2万支

目前
酒精、洗手液等防护物资

19个品种

共5.8万瓶（个）

应急设备类22个品种 共 1019台
药品类 12个种类 共823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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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海南航空恢复
北京-海口航班运营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黄增燕 周炜）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自8月11日起，经中国民航局批
复，海南航空正式恢复北京-海口航班运营，以满
足北京、海口两地旅客出行需求。

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海南航空提醒，此次北
京-海口航班运营恢复后，请广大旅客严格按照
两地疫情防控政策，提前做好各项出行准备。目
前，由海口前往北京的旅客，需提前准备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海口始发站配合进行
登机前测温，查验“北京健康宝”是否为绿码；由北
京前往海口的旅客，需查验健康码以及轨迹码，如
有14天内北京涉疫区或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旅客，
需查验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进
行集中隔离。

海南航空提醒，疫情防控政策时有更新，请旅
客自觉做好个人防护，出发前多了解各地防控举
措和航班信息，以免影响自己的行程，最新信息可
咨询海南航空服务热线95339或售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