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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家卫
健委16日通报，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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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云南
11例，浙江5例，山东5例，广东5例，
福建4例，北京2例，上海2例，天津1
例，山西1例，辽宁1例，黑龙江1例），
本土病例13例（江苏6例，河南6例，
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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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44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53例（其
中重症病例12例），现有疑似病例1
例。累计确诊病例7912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7159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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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例（其中重症
病例7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856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94430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50082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5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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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3
例（均在新疆）；当日转为确诊病例9

例（境外输入3例）；当日解除医学观
察20例（境外输入16例）；尚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95例（境外输
入39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94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33 例（出院 11748 例，死亡 2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
例），台湾地区15852例（出院13172
例，死亡821例）。

国家卫健委：

15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例
其中本土病例13例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近日，在海口市龙华区一处留观
点门口，海口市公安局执勤民警戴着
口罩例行巡逻检查，周边秩序井然。
这是海南省公安机关扎实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筑牢全岛“海陆空”疫情防线
的生动剪影。

近期，无论是机场、港口、码头、火
车站等入琼关口，还是留观点、核酸检
测点、集中隔离点等重点场所，随处可
见公安民警、辅警的身影，他们日夜坚
守在海南防疫最前线。

自 8月 1日海口市新增 1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以来，海口市公安局迅

速启动防控应急预案，通过在机场设
置联合防疫检查点、启动进出城道路
公安检查站、加强车站码头出入人员
管控等措施，形成外圈查控、内圈防控
的闭合式防控体系。

8月3日，万宁市和乐镇市场监督管
理所工作人员在市场指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时，发现一商贩不戴口罩，该商贩之
子不听劝告反而动手殴打工作人员。万
宁市公安局和乐派出所依法对违法行为
人处以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8月7日，儋州市男子李某广因发
热且健康码为黄码无法登船出岛，他便
借用同车男子的健康码进入海口新海
港客运站客运大厅。该男子被省公安

厅港航公安局新海港派出所民警发现
后带走隔离观察，随后被警方处以行政
拘留10日的处罚。

据了解，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在广
东徐闻县海安港、海安新港和海南海口
秀英港、新海港4个公安检查站，对进岛
人员、车辆通道严防死守，最大限度地减
少入岛安全隐患。

8月5日，海口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负责国内
货物往国外输出的搬运工。为此，海口
市公安局美兰机场分局全员在岗，扎紧
涉疫地区、中高风险地区、境外旅居史
来琼返琼等多个“口袋”，确保机场治安
安全有序，守好海南空港第一防线。

深入港口、码头，向渔船民宣传防疫
知识；走访外省籍船舶人员，指导做好消
毒等工作；严查重点疫区来琼人员及流动
人口，督促重点人员佩戴口罩……连日
来，海南省公安厅各级海岸警察加强沿海
岸线、港口和船舶治安管理，严防疫情从
海上输入，坚决把住海上登陆“咽喉”。

当前，三亚市正值暑期旅游高峰，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第四支队通过设立工作专
班、成立党员先锋队、落实24小时值班
制度，推出“三个防控”，即强化派出所
营区安全防控、路面安全防控和海上安
全防控，打造战“疫”安全防控网。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我省公安机关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海陆空”防线 全方位把关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8月15日，海口市龙华区相关小区
解封的消息传来时，海口市琼山区云龙
镇卫生院正在开展院内的新一轮核酸检
测。由于海口确诊病例林某某曾到该卫
生院就诊，该卫生院已封控管理数日。

“大家要继续听指挥，做好院内防
疫工作，相信我们离解封也不远了！”云
龙镇卫生院院长符之魏给院内的83名
员工、家属打气。

符之魏在电话中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虽然卫生院处在封控阶段，但大伙
儿情绪稳定，生活有序。

在卫生院封控管理后，大家主动成
立了院内的防疫指挥部，开展院内的防
疫工作：定期消杀，组织开展多轮核酸检
测，每天开展健康监测，熬煮中药服用。

“镇里每天为我们送饭上门，还为大家购
买了折叠床，后勤保障不用我们操心。”
符之魏说。

在封控期间，大家时常通过微信群
交流外界的防疫工作。“看到那么多医
护人员在高温下工作的新闻，我们总想
冲出去跟他们并肩作战。但是眼下，我

们只能待在卫生院里，确保不给政府添
乱。”符之魏说。

离镇卫生院不远处，是云龙镇另一
个尚未解封点——云龙产业园。

8月15日上午，海南雄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波也看到了龙华
区的相关解封新闻。他坦言，自己十分
期待云龙产业园解封之日，“我们已经
经过了4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
性，相信产业园也会很快解封。”

在云龙产业园封控期间，无论是产
业园还是刘志波的公司本身，都开展了
严密的防疫工作。在做好个人防护、保

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公司员工们加强
学习、勤于锻炼、修剪花草，情绪稳定，
且收获颇丰。

在封控期间，海口市其他区域解封
的好消息接连传来，再加上卫生院和云
龙产业园内目前数轮核酸检测皆为阴
性，符之魏和刘志波心里越发有信心。

同时，刘志波也踌躇满志，他已经
规划好了解封之后的工作安排：稳定公
司生产，抓紧完成之前的订单，尽量满
足客户需求。同时，继续加强公司上下
的防疫举措，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
果。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海口云龙镇尚在封控管理区域内的人员生活有序

信心满满 等待解封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吴滨

“现在开庭。”近日，随着清脆的法
槌声敲响，一场关于继承纠纷的庭审在
定安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始。与往日不
同的是，此次法庭中央的审判席上不见
法官的身影，而是一台智能机器人。

原来，该案的主审法官王敏静刚刚
从国家法官学院培训回琼，根据海南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需要居家隔离观察。

“手上还有案子需要解决，工作
不能耽误。”一想到手上待审的案子
拖延不得，王敏静立即向单位申请，
将“法庭”搬到家里，同时联系法院工

作人员以“无接触”的方式，将法袍、
法槌、视频设备以及隔离期要开庭案
件复印件送到家门口，通过信息化手
段，在家里开展了一场特殊的“隔空”
庭审。

在当天的庭审开始前，王敏静向
当事人解释了因疫情防控需要无法到
现场的事由，并征得了双方当事人对
远程视频庭审方式的同意。在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等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
过举证、质证，充分阐述自身观点，书
记员全程记录，并对庭审过程进行了
录制。此次线上庭审历时 3小时，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定安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利用信
息化手段开展远程庭审，是该院根据近
来疫情防控需要推出的一项新举措，既
有效减少了人员聚集和流动，又能方便
群众按期参与诉讼。

据悉，除了“隔空”庭审，今年以来，
定安法院切实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
果、党史教育成果转化为思想成果和工
作成果，把“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贯穿
于审判工作中，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
实现了执法办案与疫情防控两不误，在
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及
时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定城8月16日电）

定安法院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远程庭审

隔空庭审 智慧防疫

根据防疫工作需要

我省多所高中
推迟军训时间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 陈蔚林）8月16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鉴于近期新冠疫
情防控形势，根据上级防疫部门和教
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我省多所高
中原定于开学前举行的军训活动推迟
进行，具体时间待定。

8月16日，海南中学发布通知，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该校原定于8月18日的
新生报到及军训等工作均推迟进行，具
体时间待定。海南华侨中学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校原定于在开学前一周举行军
训活动，目前也考虑推迟举行。海口市
第一中学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该校原定
于8月25日至8月30日对高一年级新
生开展军训活动，现也计划往后推迟。

同时，多所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在秋季开学前不再安排军训，但还
是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要求学生在8
月31日报名注册，9月1日正式开学。

三亚加强
药店疫情防控监管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近日，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开展专项检
查，在药店防疫和药品安全等方面加
强监管，要求全市零售药店上线“查安
康”App，对“一退两抗”（退烧药、抗
生素、抗病毒类药品）及止咳药品销售
情况进行登记。目前，三亚有零售药
店687家，已全部上线系统，群众通过
系统共登记购买药品57000余次，未
发现疫情风险。

为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
违法行为，该局加强价格监督管理，走
访约谈大型超市20余家、农贸市场15
家、药械经营单位17家，对疫情防控期
间的商品价格稳定提出具体要求。

8月16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采样。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匡野 文/图

海报防疫科普

不同人群不同人群
使用指南使用指南

近日，国家卫健委同有关部门针对现阶段新冠病毒变异株特
点和人群流行特征，对《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修订版）》进行了更
新，形成了《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年8月版）》。

2 重点职业人群

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岗位

1.岗位类别

（1）跨境货车、火车运输、装卸等工作岗位

（2）境外冷冻食品加工、贮存、装卸、运输等冷链运输岗位

（3）负责入境航班、火车、汽车的司机、乘务员、保洁员、搬运员等岗位

（4）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邮递物品等的海关工作人员

（5）机场、航班等保洁员、行李搬运等地勤人员

2.口罩选择

在工作期间全程戴颗粒物防护口罩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1.人员类别

（1）一般接触人员：包括门诊和普通病房医护人员，保安、挂号、导医、
收费、药房等人员

（2）接触潜在污染物人员：保洁人员、护工、水暖工、化验室工作人员等

（3）接触病人或感染者岗位工作人员：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医护人
员、鼻咽拭子采样人员等

2.口罩选择

在工作期间一般接触人员须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
罩，接触潜在污染物人员须全程戴颗粒物防护口罩，接触病人或感染者岗
位工作人员须全程戴医用防护口罩

公共场所服务人员

1.人员类别

包括乘务人员、安检人员、售货员、售票员、警察、厨师、酒店和餐馆服
务员、快递员、货物配送员、门卫、保安、保洁等

2.口罩选择

在工作期间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

需戴口罩场景和情形

1.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店公用区域等
室内人员密集场所时

2.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轮船、长途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时

3.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

4.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
康检查时

5.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

6.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

口罩选择及注意事项

口罩的正确使用、储存和清洁是保持其有效性的关键。建议公众选用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并遵守以下规
定：

1.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要压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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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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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需重复使用的口罩在不使用时宜悬挂于清洁、干燥、通风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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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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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议家庭存留少量颗粒物防护口罩、医用防护口罩备用

整理/本报记者 马珂 制图/陈海冰

核酸检测
筑牢健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