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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修订的防护指南
公众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本栏均由本报记者习霁鸿/整理 张昕/制图

对于养老机构

一是入口处对工作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对探视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并进行
登记，体温正常者方可进入。
二是封闭管理期间，不允许探
访。非封闭管理期间允许探视
的，控制探访人员数量、活动区
域和探访频次，必要时可实行

预约管理。

对于居家的老人

一是外出时做好个人
防护，戴好口罩，有慢性肺
病、心脏病的老年人应在医
生的专业指导下戴口罩。
二是避免前往人员聚集、空
间密闭的场所，如棋牌室
（麻将馆）等。

本报海口8月 14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王聘钊 赵明尖）“少出门、勤
洗手、戴口罩，听党话、跟党走、团结抗疫
必胜利……”8月12日一早，匆匆吃过
早饭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昌城村72
岁的老党员林志勇骑着电动车、带着小
喇叭，穿梭在乡道上，开启了一天的防疫
宣传工作。

8月1日，林志勇在了解到疫情防控

形势较为严峻后，主动来到昌城村委会
请求为抗疫出力，“别看我年纪大，但有
一分力，发一分光，是党员应尽的义务。
哪里需要我，我就去那里！”

“林志勇在群众眼里是个热心人，我
们就让他挨家挨户宣传防疫。”昌城村党
支部书记黄奕雄说，防疫宣传工作必不
可少，正需要一个善于跟群众沟通的人。

10多天来，林志勇每天都会带上小

喇叭和宣传资料，走村入户宣传防疫知
识、张贴防疫宣传海报、核验健康码、发
动村民接种新冠疫苗……确保走遍全村
每一户，他才回家。

其实，一直以来林志勇都乐于为村
民服务。今年3月，他得知60岁以上老
人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后，他就动员
家人朋友和他一同接种，并结合自身接
种经历为村民宣传疫苗接种的相关事

宜。有时候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他还
会上门沟通，为村民讲解疫苗接种的必
要性。

1969年入党至今，林志勇已有52
年党龄。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
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在演丰镇，还有许
多像林志勇一样的党员干部，他们主动
请缨，冲锋在前，以身示范，用实际行动
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海口演丰镇昌城村村民林志勇主动请求为抗疫出力

七旬老党员 防疫冲在前

三亚旅文行业
设立疫情防控督导员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李欢）8月13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为加大三
亚旅文市场疫情防控力度，巩固疫情
防控成效，该局在民宿、酒店、景区行
业设立疫情防控督导员，明确各行业
疫情防控督导员职责，建立旅文市场
疫情防控长效机制，确保旅文市场平
稳运行。

据了解，针对景区、酒店以及民宿
等不同业态的不同特点，该市旅文局结
合当下疫情防控要求，分别对三个行业
的疫情防控督导专员制定工作职责和
任务清单。各疫情防控督导员将结合
工作要求，定期开展检查督导工作。

接下来，三亚市旅文局将对疫情
防控监督员进行集中培训，不断提升
督导员的业务素养和能力水平。同
时，组织疫情防控督导员定期开展跨
行业互查督导工作，对其他行业的疫
情防控举措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确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推行疫情防控督导员工作机制，旨在
建立旅文市场疫情防控长效机制，打
造疫情防控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不断
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变化，营造全员
抗疫的局面，最大限度形成防控合
力，打造安全有序的度假环境。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8月12日，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部
分区域解除封控管理后，云龙镇综治办
主任周金萍收到了一封信。信很薄，只
有一张A4纸，她却觉得沉甸甸的——
这是一封写给云龙镇委镇政府一线防疫
工作人员的感谢信，结尾有58个手写签
名和58个红指印。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短短的7
天里，我们看到了政府面对疫情时的快
速反应……这让我们看到政府对抗击疫
情的坚定决心，也让我们群众有了共克
时艰的信心。”

“一线的医护人员，在炎热的夏天，

顶着高温，还穿着透不进一丝风的防护
服，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几名工作人员因
此中暑晕倒，但是经过短暂休整后，又投
入到防疫中……”

“在防疫的各项工作中，是你们临危
不惧、冲锋在前，用责任、汗水与担当，构
筑起了一道道安全防线。”

一句句真挚而淳朴的话语，来自云
龙镇海榆南路的居民们。

写感谢信的发起人是59岁的冯学
金。他住在海榆南路五横街。在封控期
间，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工作人
员在路口顶着烈日站岗，为出门采购的
居民做登记；担心有些老人看不到微信
群里的通知消息，在做核酸检测时，工作

人员逐个上门、通知到户；在进行采样
时，他看到了医护人员脸颊上的汗珠。

冯学金深受感动，于是自己也主动
申请当起了防疫志愿者，“其他事我做不
了，但是我跟海榆南路五条街的邻居们
都熟，知道谁家住哪，有几口人，我可以
负责通知大家做核酸检测。”说到做到，
每一轮核酸检测，年近六旬的冯学金都
逐户通知，确保无人遗漏。

12日，海榆南路解封当天，冯学金
萌生了写感谢信的念头。他和街坊邻居
们一说，大家纷纷赞同，并主动提出要各
自签名按手印。“还有好多邻居想签名，
都被我拒绝了。”冯学金笑着说，“一张纸
就那么大，实在没地方了。”

大伙儿签完名，冯学金当即把信郑
重地交到了周金萍手上。在封控期间，
周金萍也穿着隔离衣上了一线，是一名
信息采集员，两人在那时有过接触。

逐字读完这封感谢信，周金萍的眼
睛红了。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特别
感动，这封信表示群众看到了我们全体
工作人员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行动，也
表明群众和我们团结一心、共同防疫的
态度。”

云龙镇尚未完全解封。受镇委书记
王绥臻委托，周金萍暂代保管感谢信。

“在群众的理解、配合与支持下，相信我
们一定能圆满完成防疫任务”。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海口云龙镇居民写信感谢防疫一线工作人员

一封感谢信 58个红指印

本报海口 8 月 14 日讯（记 者 马
珂）近期不少群众对于“健康码”黄码
赋码和转码存有疑问，8月 14日海南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发布《“健康码”黄码赋码和转
码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对此
作出解答。

《说明》明确，健康码管理系统对被
赋黄码人员在被赋黄码后有一次核酸检

测结果为阴性的自动转为绿码。
符合上述转码条件未能自动转码的

黄码人员，可通过以下渠道转码：
（一）群众凭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

及大数据行程卡截图向所在地街道（乡
镇）网格员申请黄码转绿码，街道（乡镇）
网格员应审核相关材料，通过手机端新
冠肺炎健康管理系统留存相关材料的复
印件或电子照片备查，24小时内完成转

码操作。
（二）各市县（区）指挥部必须畅通

群众反馈渠道，安排专人接听转码电
话及 12345 工单，并通过海南省疫情
防控信息共享平台在 24小时内完成
转码操作。

《说明》提示，对于在省外符合转码
条件的黄码人员申请转码时，可委托在
琼的亲友办理，按照上述渠道24小时内

完成转码操作。
群众发现黄码赋码不准确，可向所

在市县（区）指挥部反映，市县（区）指挥
部确认后，24小时内完成转码操作。
各市县（区）指挥部按照省指挥部下发
的涉疫重点区域和场所人员核查数据
全力开展人员追踪管控工作，加快对所
有被赋黄码人员的核酸采样检测以及
相应管控工作。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健康码”黄码赋码和转码的说明

两渠道解决“黄码未能自动转绿”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14日通报，8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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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
（福建11例，上海5例，云南5例，山东
4例，四川4例，广东3例，天津2例，辽
宁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30例（江
苏18例，河南4例，湖北4例，湖南3
例，云南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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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953人，重
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39例（其
中重症病例10例），现有疑似病例1
例。累计确诊病例7845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710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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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例（其中
重症病例6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7783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94326例，现有疑似
病例 2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4439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46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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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1例

（在湖南）；当日转为确诊病例7例（境
外输入4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4例
（境外输入22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
症状感染者487例（境外输入383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929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30 例（出院 11736 例，死亡 2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
例），台湾地区15836例（出院13142
例，死亡819例）。

国家卫健委：

13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
其中本土病例30例

防疫人员
换新装

8月12日，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核酸检测采样人员身着医用正压防护服，为市民游客进行
核酸采样。

据了解，该市近日采购了1000套医用正压防护服发放给核酸检测采样人员、一线疫情防控
工作人员。医用正压防护服全封闭且带有高级别过滤送风装置，可为穿戴密闭防护服工作的医
务人员提供额外的洁净空气，降低呼吸阻力，减少了酷热天气下中暑的概率。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最新修订形成了《公众和重点职业
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年8月版）》和《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年8月版）》。其中，对于公众
的健康防护，有哪些最新注意事项？一起来关注！

公众戴口罩有什么最新要求？

对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
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另外，建议
公众家里日常备用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了鼻咽不适、咳嗽、打
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保护自
己，保护他人，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公众日常佩戴口罩有什么注意事项？

口罩的正确使用、储存和清洁是保持其有效性的关键。

公众日常要注意以下事项：

公众居家生活需要提高防护措施等级吗？

公众的防护措施等级要求没有变化。但是公众要继续强化第一健
康责任人意识，居家时加强通风换气，做好清洁消毒，注意个人卫生，有
症状时及时就医；外出时，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卫生，保持安
全距离，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减少参加聚会、聚餐等活动。

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出了哪些新的防护要求？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高风险人群，主要对养老机构和居家的老人
两个方面来提出防护要求。

❶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要压实

❷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需及时更换，每个口罩
累计佩戴时间不超过8小时

❸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
不建议重复使用

❹需重复使用的口罩在不使用时宜悬挂于清洁、干燥、通风处

❺戴口罩期间如出现憋闷、气短等不适，应立即前往空旷通
风处摘除口罩

❻外出要携带备用口罩，存放在原包装袋或干净的存放袋
中，避免挤压变形，废弃口罩归为其他垃圾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