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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国家
卫健委17日通报，8月 16日 0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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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36例（云南15例，广东9例，上海
7例，广西2例，山东1例，四川1例，

陕西 1 例），本土病例 6 例（江苏 3
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
增疑似病例 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2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735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62例
（其中重症病例10例），现有疑似病
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7948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7186例，无死亡病
例。

截至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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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例
（其中重症病例67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 87908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94472
例，现有疑似病例 1例。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 1151965 人，尚在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471人。

国家卫健委：

16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例

■ 本报记者 郭萃

“请旅客提前扫描二维码，出示健康
码和行程码以及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进站。”8月17日下午4时许，在海
口秀英港客运站进站口，海口新海轮渡码
头有限公司客运部副经理朱章义一遍一
遍地提醒着准备过海的旅客。

此时，已经忙碌了近10个小时的朱
章义喉咙已略显沙哑。然而还没顾上喝
口水，一辆从昌江始发的大巴到达港口，
又迎来一波旅客进站高峰。

“请问这个健康码从哪扫？”“能不能
帮我操作一下？”面对旅客的求助，朱章义
耐心地帮忙指导，等到旅客全部进站，他
才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客运站散客多、流动性强，是疫情防
控的重点区域。”朱章义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所有进站旅客除了查验海南健康码和
行程码，在进站时还会进行红外线测温，
进站后间隔落座。

因此朱章义和另外6位同事还要不
断巡查旅客是否都按要求全程戴口罩，是
否有聚集现象。“一天下来，小腿都是肿
的。”朱章义说。

在朱章义查验旅客健康码的同
时，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安保
部经理李柔驹也正奔波在不同的闸口
之间。

查验健康码和核酸检测证明、测量体
温、检查后备箱……在小轿车安检口，李
柔驹熟练地操作着，并不断提醒司机旅客
戴好口罩。

“疫情期间必须紧绷防控这根弦。”李
柔驹负责的是港口的3个闸口，而这也是
进入港口的第一道“关口”，“每个程序都
疏忽不得。”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自己和
家人也曾有过担心。”但是让李柔驹感到
暖心的是，公司采取了各项措施来保障他
们的安全。“我们每天都会对办公场所、候
船厅、船舱等场所进行全覆盖消杀，并为
每位职工配备了口罩、酒精、消毒液等日
常防疫用品。”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
司新闻发言人谢焕杰介绍，此外，职工上
班前必须接受测温和登记核准，全程要求
佩戴口罩，职工用餐采取分点、分段、打包
分餐等方式分散用餐，确保在岗职工健康
安全。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海口全力做好过海旅客和港口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紧绷一根弦 守好一道关

8月17日，海口市中医医院核酸采样现场，市民有序排队登记，依次进行核酸采样。据悉，海口在5所医院设置
移动核酸采样车，为健康码为黄码的市民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市民排队登记
有序核酸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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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张惠
宁）8月15日起，海口市健康码为黄码的
人员陆续到设在海口市中医医院、海口
市人民医院、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海口
市妇幼保健院国兴院区以及海口市骨科
与糖尿病医院里的移动核酸采样车进行
采样检测。经过几天的连续检测，海口
黄码人员数量不断减少。截至目前，海
口在面向全市黄码人员开展的检测中未

发现异常，整体疫情平稳可控。
“请先打开您的健康码，确定是黄码

再缴费进行检测。”8月17日下午3时许，
在海口市中医医院，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移动采样车停在院内一片树荫下，十几名
市民正在排队进行检测。每个人在检测
前，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会先提
醒他们查看自己的健康码是否为黄码。

“如果是绿码且自愿接受检测的，

可通过医院门诊通道检测，移动采样车
专门检测黄码人员。”海口市中医医院
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自8月14日海口市中医医院开始
集中为黄码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以来，每
天前来检测的黄码人数在变少，8月14
日是2540人左右，8月15日为1000多
人，8月16日500多人，“黄码人员越来
越少，今天截至下午3时30分，一共检

测了大约200多人。”该工作人员介绍。
在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前来

检测的黄码人员同样越来越少，截至8
月17日下午4时，该院当天共完成黄
码人员核酸采样245人。

海南日报记者8月17日下午5时
从海口市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海口
在面向全市黄码人员开展的检测中未
发现异常，整体疫情平稳可控。

海口黄码人员数量不断减少
截至目前，面向黄码人员开展的核酸检测未发现异常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8 月 17日 11时 30分许，顶着烈
日，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党政办工作人
员王强又一次准时出现在镇卫生院门
口。他车上放着的，是送给院内人员的
几十份盒饭。

自从云龙镇卫生院5日进入封控
管理状态以来，王强就担起了为其配送
一日三餐和各类生活物品的工作。每
天早、中、晚三次，他要分别统计用餐人
数，去镇里的定点饭馆取餐，再开车把
热乎的饭菜送到卫生院。

“今天中午有老鸭炖木耳、煎鸡蛋和

炒白萝卜。”王强说，“前两天，大家说不
想再吃绿叶青菜了，所以我们这两天调
整了菜单。根据大家的意见，昨天把素
菜换成了炒豆芽，今天换成了白萝卜。”

“封控期间，我们被照顾得特别
好。”云龙镇卫生院院长符之魏在电话
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天早饭有粉
汤、包子、馒头等，午饭和晚饭是两荤一
素，做法也每天都有变化。”

符之魏说，由于封控来得突然，镇卫
生院里的生活物资并不充裕。考虑到12
日云龙镇大部分区域解封之前，镇里上上
下下都很忙碌，镇卫生院并未主动提及这
一困难。没想到，镇委镇政府却想到了这
一点，及时送来了折叠躺椅、空调被、床品

等必需品，让大家能睡个安稳觉。
让符之魏感动的不仅是党和政府

的贴心服务，还有附近居民、兄弟单位
的热心支援。“大家给我们送来了很多
东西，蛋糕、面包、糯米糕、茶叶、鸡鸭
……”符之魏在电话中一一细数，能明
显感觉到他说话时带着笑容。他说，许
多人自己并不认识，“这让我们感受到
了整个社会的善意。”

为了缓解大家因为封控而产生的
焦虑等情绪，符之魏还组织院内专家、
领导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为院内人员
做心理疏导。

同时，卫生院里的防疫工作没有丝
毫松懈。17日，卫生院里又做了一次

例行消杀，大家在做好个人防护、保持
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学习讨论了最新的
防疫知识，医护人员再一次复习了穿脱
防护服和核酸检测等技能。“虽然我们
身处封控区域，但我们是医护人员，要
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符之魏说。

而在同样处于封控管理阶段的云
龙产业园内，海南雄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员工们也自行学习了行业知识，趁
机为自己的技能库“充电”。

“等到解封之后，我们要借此机会
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各个科室的工作
制度，在服务群众的同时更好地筑牢防
疫‘城墙’。”符之魏说。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封控区域内井然有序

生活有保障 大伙“充电”忙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傅人
意）8月16日12时，南海伏季休渔期结
束，我省上万艘渔船恢复生产作业。海
南日报记者8月17日从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要求沿海各
市县区农业农村部门等进一步做好渔
船渔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严格
落实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并将被外
方登临检查或被抓扣渔船作为疫情防
控重点。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市县区农业
农村部门、综合行政执法局，洋浦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中心，省渔业监察总队等
单位要督促船东船长落实好渔船消毒、
船员（尤其是外省来琼船员）健康登记
监测。重点核实出港渔船报告的船员
名册、职务船员配备以及船员身体健
康、疫苗接种等情况，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工作措施，备足防护用品。要在本辖
区渔港、渔村加强对靠岸渔船（含外省

渔船）的疫情管控，全力将隐患阻击在
岸上。摸排船上人员，包括物资补给人
员往来情况，做好登记，对渔船上出现
发热等症状的渔民，要按防疫要求及时
进行隔离和检查，并及时上报属地部
门，严防疫情外来输入。

同时，要做好涉外渔业疫情防控工
作。督促提醒辖区内渔船渔民尽量减
少与外国渔船渔民、商船直接接触，坚
决防范因海上人员接触、渔获物交易、

物资补给等原因，造成外来疫情从海
上途径传播到我省渔船渔民。将被外
方登临检查或被抓扣渔船作为疫情防
控重点，涉事渔船接受检查或被释放
后应立即回港，其中涉事渔运船在回
港途中不得从事转载活动。涉事渔船
回港后，要对渔民严格落实闭环管理，
实施隔离医学观察，并对渔船开展全
面消杀，确保疫情不发生船岸交互扩
散和海上蔓延。

我省加强渔船渔港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作为青少年，我们也要为战胜疫情
贡献力量！”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攀丹
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下简称攀丹卫生
站），面对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正在排
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的14岁女孩耿雅菲
坚定地说。

8月，海口启动12周岁至14周岁人
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攀丹卫生站就
是其中一个指定接种点。

海南日报记者在攀丹卫生站看到，包
括孩子、家长在内，现场约有百人。为了
让大家尽快完成接种，卫生站的工作人员
各司其职：2人在室外做健康问询，2人录
系统，3人负责接种疫苗，还有一位琼山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帮忙分诊、
叫号，现场忙而有序。

14岁女孩耿雅菲就读于北师大海口
附中，下学期升初三。“去年因为这个疫
情，我们放假了3个月，再也不想过这种
生活了！必须要接种疫苗。”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自己的父母也在几个月前完成
了疫苗接种。

和耿雅菲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
数。“对个人而言，打疫苗就多了一道防
护；对社会而言，越多人打疫苗就能越早
筑起防疫屏障。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没理
由不接种。”同样带着孩子来接种的蔡海
艳说。

30分钟留观时间很快到了，耿雅菲
没有任何不适。离开前，她向海南日报
记者道别，还悄悄讲了一个小秘密：“我
的表弟一会儿也要来打（新冠）疫苗
了！”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海口12-14周岁人群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我们也要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苏庆明）为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市场整体价格秩序平稳，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关于规范
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
诫书。

告诫书指出，不得借疫情防控之机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
品价格过高上涨，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
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有
排除、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行为。除生
产自用外，不得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
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
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销售防疫用品

过程中，不得强制搭售其他商品，变相提
高防疫用品价格。

宾馆住宿酒店经营者，不得在疫情前
（2020年1月19日）的实际交易价格基础
上大幅提高价格对外销售。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依法最
高可处5000元罚款；经营者哄抬价格、囤
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相互串通等
价格违法行为的，没收违法所得，依法最
高可处5倍违法所得或100万元至500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吊销营业执照。

广大群众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拨
打12345、12315电话举报投诉。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提醒告诫书：

经营者疫情期间价格违法
最高罚500万元

◀上接A01版
三是完善建设工程规划手续，明确了

“证办分离”原则，对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规定，存在擅自改变用途、超出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的范围、超容积率、配套设施不齐
全等情形的项目，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四是完善工程竣工手续和消防手续，
对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和应当办理消防
手续的房屋工程，明确了如何进行整改和
补办手续；

五是欠缴土地出让款和相关税费的
处理，明确了“证缴分离”原则，办理不动
产权属证书与补缴相关税费并行办理，
土地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缴纳标准按照
项目规划批准时点的有关政策标准确
定；

六是妥善办理不动产登记，明确了补
办的手续或等效文件的效力、原分散登记
的房屋和土地信息不一致、土地用途为商
住且年限为70年项目的土地用途和使用
年限确定、划拨地上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登记等4类问题，并指出了如
何解决登记业务办理中容易遇到的土地
分摊等技术性问题等；

七是限购问题，明确了在限购政策出

台前房地产项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但实际已销售的房屋，在限购政策出
台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如何办理网
签备案的问题；

八是失信惩戒和税费追缴，指出了在
解决国有土地上已经出售的城镇住宅历
史遗留问题过程中，对拒不配合完善相关
手续，影响购房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开发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采取的措施。

《通知》指出，在限购政策出台前（含
省及各市县出台的限购政策），房地产项
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实际已销
售的房屋，在限购政策出台后取得预售许
可证的，购房人可凭购房合同或认购协议
以及付款凭证，补办购房合同网签备案和
不动产登记。其中，付款凭证包括完税凭
证、税务发票或已付款银行转账有效凭证
（POS机购房签单、购房转账单）等。

《通知》要求，各市县政府应加强领
导，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工作机
构，加快推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同时明
确有关部门的具体责任，细化历史遗留问
题的配套政策，坚持“闭环监管”堵塞漏
洞，“疏堵结合”严控新增，从源头上避免
出现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推动解决不动产登记“疑难杂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