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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李成纬）“医生，最近我
心慌心悸、全身乏力、晚上睡不了觉，总担心自己会不会感染新冠病
毒。”近日，海口市民周女士走进了省安宁医院心理科，受近期疫情影
响，她陷入了焦虑。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会有部分市
民产生焦虑情绪。

如何克服“疫情焦虑”？

问：疫情期间，对上车的乘客有什么要求？

答：一是乘坐公交车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二是主动出示健康码，配合
司乘人员做好查验工作，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乘客不得乘坐公交
车；三是扫描车辆粘贴的一车一码，以便追溯信息源。

问：对没有健康码的老人有什么应对措施？

答：对老人、中小学生乘坐公交车无法提供健康码的特殊群体，采取
两种措施：一是对持有公交IC卡的老人、中小学生必须要求刷卡上车；二
是公交线路运营车辆上备有记事本和笔，对未持有公交IC卡的老人、中
小学生，司乘人员必须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或现住家庭住址）、联系方
式等信息，方可乘车，以便追溯信息源。

问：有哪些疫情防控举措？

答：严格落实司乘人员100%佩戴口罩，对司乘人员体温检测，确保服
务市民的一线司乘人员疫苗接种率100%，司乘人员及管理人员全员进行
核酸检测，检测率100%、合格率100%；

途经“三港一场一站”线路配备体温枪，落实重点区域体温检测工作；
对跨市县 35 路区间、55 路、55 路区间等 10 条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

整，暂停跨市县运营，对“南宝花园”中风险地区途经的14路、15路、18路
等11条公交线路采取跨站运营，对“高新区云龙产业园”风险地区途经的
K1路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游5线路暂时停运；

所有公交车待发时，全部开窗，通风透气，并检查车辆空调，确保车辆
通风设施完好，确保车内新鲜空气流通，针对重点交通枢纽站（如机场、港
口、车站、大型公交枢纽站等）的车辆一趟一消毒，其他车辆一日一消毒，
车内卫生一趟一清扫。

焦虑状态、焦虑症有何区别呢？

海南省安宁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吴传东介绍，首先焦虑是
最常见的一种情绪状态，比如快考试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没复习好，就会紧
张担心，这就是焦虑。这时，通常会抓紧时间复习应考，积极去做能减轻焦
虑的事情。这种焦虑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也称为生理性焦虑。当焦虑的持
续时间过长时，导致持久的精神痛苦，并不随客观问题的解决而消失。焦
虑常常与人格特征有关，缺乏解决问题的效能，影响生活质量，就变成了病
理性焦虑，称为焦虑症状。符合相关诊断标准的话，则诊断为焦虑症。

焦虑状态是介于焦虑情绪和焦虑症之间的一种状态，比焦虑情绪
重而较焦虑症轻，焦虑状态有明显的焦虑情绪，烦躁，易怒，紧张，坐立
不安，伴随失眠以及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如心慌、心悸、胸闷、乏力、出冷
汗，但这些症状一般时间较短，可有一定诱因，比如该患者听到新冠肺
炎疫情之后开始出现上述不舒服，且是时好时坏，大部分情况可以通过
自我调节缓解。

如何调节当下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焦虑状态呢？

1.通过正规官网（如各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或世
界卫生组织）了解新冠肺炎正确信息，避免花大量时间浏览网络信息增加
焦虑；每天查看一两次最新动态即可，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2.通过降低风险缓解焦虑。降低风险的方法包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比如，勤洗手、多通风、公筷制，正确戴口罩；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外出
与人保持1米的距离等）。

3.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抵抗力，包括锻炼、合理膳食，保持足够
的睡眠，避免熬夜。

4.通过网络保持联系，如家人、朋友、同事等，以增强你的整体联系
感，避免孤独和寂寞加剧焦虑。

5.充实自己的生活，转移对疫情的关注，比如运动、看书、听音乐、学
习一项新技能等；创建一个关于其他话题的社交媒体会话，邀请朋友讨论
其他话题，或者看你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或电影。

6.正视自己的焦虑情绪，适度的负性情绪有助于我们提高对疫情的
警惕，我们不必否定自己的这些情绪，但如果负性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正常
生活，必须引起重视。我们可以尝试去表达和倾诉自己的感受，积极关注
生活中的美好事情。

7.若难以摆脱的持续性或过度忧虑，使饮食习惯或睡眠模式发生重
大变化、难以集中精力完成正常任务、持续性极度忧虑和绝望，或有自残
或自杀的想法，建议心理科就诊。

疫情期间乘坐公交车
请注意这些事项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郭萃）

8月9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
局发布通告，要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乘客必须全程佩戴防护口罩并主动
出示健康码。海口公交集团也针对市民
乘坐公交车时需注意的事项进行解答。

新华社郑州8月10日电（记者王
烁）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获悉，2021年8
月9日0时-24时，河南省无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37例
（郑州市35例，驻马店市1例，开封市1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郑州市
1例，驻马店市1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7月31日至8月9日24时，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127例，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16例。

截至2021年8月9日24时，河南省
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400例，其中死
亡病例22例，出院病例1251例，现有住
院病例127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62例，44例出院，18例在院治疗。

河南省正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9
例（本土16例、境外输入33例）。

自2020年1月21日起，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43622人，尚在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2039人。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10日通报，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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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5
例（云南11例，上海9例，广东8例，福
建3例，四川3例，陕西1例），本土病
例108例（江苏50例，河南37例，湖北
15例，湖南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
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

福建）。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4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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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例），现有疑似病例1
例。累计确诊病例7709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6989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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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例（其中重症病
例5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631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93969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31521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9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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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20例
（湖北18例，河南2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44例（境外输入7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25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01例（境外
输入38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86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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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0例（出院13096
例，死亡813例）。

国家卫健委：

9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
其中本土病例108例

河南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37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刘梦
晓）自8月1日海口市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以来，为做好疫情防控，保证项目
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位于海
口江东新区的安置房6#地块、江东新区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一期）——空港环路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等多个重点项目施工
单位第一时间启动防疫预警，多措并举
筑牢安全防线。

“针对近期疫情，我们把防疫工作作
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来推进，采取包括
加强人员进出管控等常规防疫措施。同
时创新防疫措施，比如在洒水车里加入
消毒液，在洒水降尘的同时进行消毒，做

到防疫降尘两不误。”8月10日，安置房
6#地块项目业主单位海口江东新居第
壹置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海南日报
记者介绍，该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2021年度第三批集中开工项目
之一。工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
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前提
下，确保项目按进度实施。目前，项目建
设处于基础及基坑支护施工阶段，施工
进度正按计划稳步推进。

测温、消毒、进出登记……这是江东新
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一期）——空港环路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每日必做的防疫“功课”。

“我们安排专人每日对工地的各个

角落进行两遍消毒，并做好每日测温及
外来人员进场测温登记等工作。”空港环
路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
把疫情防控与工程推进两手抓、两不误，
为项目建设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全力
以赴打好疫情攻坚战。

在做好科学疫情防控的同时，该项
目也在稳步推进中。目前，中段综合管
廊围护结构钢板桩累计完成1017根，支
撑土方开挖累计完成8500立方米，降水
井累计完成11座；西段综合管廊围护结
构工法桩累计完成1155根，围护结构钢
板桩累计完成480根，降水井完成累计
完成18座。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江东新区的
多个建筑工地现场，项目施工单位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防疫工作。如通
过加强防疫宣传，在项目部和施工现
场醒目位置摆放温馨提示牌；对施工
现场进行封闭式管理，所有进入现场
的施工人员，实行严格的测温登记监
测制度，合格后方可进入现场作业。

同时，项目施工单位还加强重点区
域的疫情防控，每日至少两次对办公场
所、职工人员居住地、食堂等重点区域进
行全面杀菌消毒。为了防止人员聚集，
施工单位还组织工人采取错峰分餐制的
就餐方式。

海口江东新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确保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防疫生产两不误

本报讯（记者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
近日，五指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顺利通过专家组验
收，将于8月13日投入使用。该实验室
是五指山市第二家二级核酸实验室，将
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据悉，该实验室占地134平方米，为
一站式核酸检测，分为样品受理、试剂准
备、标本制备、扩增分析4个区。实验室
将配备6名专业操作人员通过咽拭子方
式为检测人群进行检测，区域分工明确，

有独立的通风管道和负压排风系统，保
证实验室内外环境安全和交叉感染。

实验室投入使用后，将改变五指山
市单依托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核酸
检测的局面，也将大幅提升当地核酸检
测速度，实验室检测力为3000份/日。

五指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谭
世海介绍，实验室不仅可以满足新冠肺炎
病毒核酸检测，还可以用于日常传染病检
测工作，为抵御突发性、传染性疾病大面
积传播、及时筛查疑似病人提供保障。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8月10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儋州市那大镇的
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按门卫要求测体温、
戴口罩、扫健康码。近期以来，儋州市严
格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做
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

采取强化督查检查等方式，儋州市
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8月6日，儋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疾控、文
化执法等人员，对全市5家电影院现场
督查检查。检查时要求做好员工健康管
理，及时掌握员工出行轨迹、健康状况等
情况，对售取票机、商品售货区等重点区
域，严格落实消毒频次。儋州市旅文部
门发出紧急通知，暂停全市审批商业性演
出和集聚性活动，停止出岛举办各类研学
等活动，派出多个检查组到景区（点）、酒
店、旅行社等督查检查疫情防控。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督导重点场所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日前，文昌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组
织文昌市卫健委、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
单位组成督导检查组，分别到中视国际
影城、文蔚路如家酒店、宝岛甲壳虫
KTV、文城星球俱乐部等重点场所开展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专项督导检查。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发现上述重
点场所仍存在侥幸心理，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不到位，均未落实“一米线”规
定，对进入场所人员没有坚持要求扫
码亮码，还存在消杀保洁不规范等问
题。对此，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各重点场所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进行整改落实，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认真落实隔离防护、公共区域消杀
管理等措施。

新增一家核酸检测实验室

做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

本报金江 8月 10日电 （记者高
懿）8月8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台师范学
院府城校区核酸采集点，来自澄迈县的
50名医务人员换好防护服，开始了新
一轮的核酸采集工作。

据了解，这50名医护人员已于8
月7日早上就赶到海口，随即开始核酸
采集工作，直到晚上11时多才回酒店
休息。在得知还有市民没有采集核酸
时，他们将原本计划支援一天的计划延
长至两天，当晚全部主动留下参与到第

二天的核酸采集工作。
7日早晨6时，50名医护人员完成

队伍集结，7时半到达海口琼山中学集
合点。“我们是第一支到达集合点的检
测队伍。”澄迈县卫健委副主任王秀泉
说，当天共采集核酸样本7000多份。

“原本计划支援一天，很多医护人员
下夜班后，没有带自己的衣服，穿着医院
洗手服就赶来了。”澄迈县人民医院护理
部干事王蕾说，当得知当晚还不能完成
核酸采集，大家都纷纷表示愿意留下。

医务人员主动延长支援海口时间

专项检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8月7日，在海口35路公交
车上，乘客出示健康码乘车。

据悉，海口公交通过张贴提
示语，引导乘客主动亮码。司乘
人员在查验健康码过程中，绿码
方可乘车，黄码和红码禁止乘车。

海口市民直接打开“海口市
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或“海南
e出行”微信小程序，向司乘人员
展示健康乘车码后再用该码进行
扫码乘车，即可同时完成健康码
查验、扫码实名登记和电子支付。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引导乘客主动亮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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