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

本报海口8月 18日讯 （记者计思
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柴文娅）“老
陈，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你晚上出海的
时候一定要记得备好口罩、酒精。”8月17
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
的疫情防控卡点附近，正在海岸线巡逻的
新海派出所民警符校，对岸边整理渔网的
渔民陈衍联叮嘱道。

8月16日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
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海南迎来开渔季，渔
民们也投入到新一轮的耕海征程中。鉴
于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为进一步织密
海岸线疫情防控网络，海口市秀英区辖区
派出所、属地镇街等部门相互配合，组织
人员在长流镇镇海村、西秀镇荣山寮村和
新海村3个渔船停靠岸较多的区域设立
执勤点，通过定点执勤点与24小时巡逻
查控机制，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防
控体系。

17日上午，在荣山寮村的疫情防控卡
点，荣山寮村委会妇女主任符芸正在值
班，在她的手边放着信息登记本和一叠出
海证。“目前，我们严格每位出海、回港渔
民的信息登记和查验，并实行出海证制
度。每位渔民出海前，我们都要测量体
温，查验健康码，检查是否按照要求佩戴
口罩和酒精。同时，渔民还要对出海船舶

进出港、去向，以及渔民个人信息进行登
记报备。”符芸介绍，检查后，对于符合出
海标准的渔民和渔船发放船舶出海证，船
舶凭证出入港口。

近期，新海派出所民警多次对停靠在
渔港的渔船进行登船检查，对渔民进行宣
传教育。该派出所还完成了海岸线视频
管理监控系统建设，从被动监控转化为主
动监控，实现对海岸线24小时全覆盖、高
精度、无死角全动态监视监测，筑牢数字
防线。

一些生鲜和冷冻肉类产品上也可能
有新冠肺炎病毒。因此，违规运输活体动
物入岛也是近期打击的重点。“以前我们
处理过类似的案件。主要是一些没有检
验检疫手续的牛肉、羊肉、海产品，未通过
正常的运输渠道，从广东由临时渔船运输
到海南。”符校介绍。

“我们要把船舶管起来，人员控起来，
宣传喊起来，岸线巡起来，打击硬起来。”
新海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所还将组建“北大门义警队”，吸纳热心村
民、企事业单位安保人员、村居委会的治
保人员参加，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严控
海防线，防止疫情输入扩散蔓延，坚持守
住海南“北大门”，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严把海上防疫关
斩断疫情输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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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国家卫
健委18日通报，8月17日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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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云南
8例，上海5例，天津3例，北京2例，
福建2例，湖北1例，广东1例），本土
病例6例（均在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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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658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5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53例
（其中重症病例 11 例），现有疑似
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7970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217 例，无死
亡病例。

截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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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例（其中
重症病例6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797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94500例，现有疑似
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53308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43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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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无

转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2例（境外输入10例）；尚在医学观
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00例（境外输入
400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982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39 例（出院 11753 例，死亡 2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9
例），台湾地区15880例（出院13195
例，死亡821例）。

国家卫健委：

17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
其中本土6例

要闻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具体规则如下：
一、“红码”定义

1.正在实施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和疑
似病例，以及正在实施隔离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

2.正在实施集中隔离观察或居家医学
观察的确诊、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
密切接触者；

3.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隔离未满14
天人员；

4.正在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
境人员；

5. 自述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
入境人员。
二、“黄码”定义

1.自述有发热、气促、呼吸道症状的人
员，省内各发热门诊就诊人员。

2.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
解除隔离14天内的人员。

3. 中风险地区人员：目前在省内的有
中风险地区或涉疫区旅居史人员。

4. 可能暴露的重点人员：确诊病例发
病（无症状感染者为首次阳性标本采样时
间）4天前，在其周边范围内停留30分钟以
上的人员，健康码转为“黄码”。该黄码人
员在收到短信提醒后，在做好个人防护的
前提下前往就近的临时采样点（或医疗机
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健
康码将自动恢复绿码。

5.潜在密切接触者：通过视频监控、电
子支付、现场或电话调查等手段，排查出的
与阳性感染者在同一场所内存在高感染风
险、但未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的人员，健康
码转为“黄码”。该黄码人员在收到短信提
醒后，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前往就近临

时采样点（或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
结果为阴性的，健康码将自动恢复绿码。

注：以上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病例轨
迹信息，根据国家及相关省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官方网站公布数据实时调整。
三、“绿码”定义

赋“红码”（高风险）和“黄码”（中风险）
之外的人员。
四、转码规则

（一）“红码”转“黄码”
确诊病例治愈自出院之日（含）至第14

天、无症状感染者自解除隔离之日（含）至
第 14 天、疑似病例自排除之日（含） 至第
14天，由系统根据日期自动转码。

（二）“红码”转“绿码”
1.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确定发热原因

并进行核酸检测排除新冠感染后，由各市
县指挥部进行转码。

2.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入境人
员解除隔离后，由各市县指挥部进行转码。

3. 自述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
如因个人误操作导致，群众可通过海南健
康码自行复核转码；如确有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由各市县指挥部进行管控，管控结
束后由各市县指挥部进行转码。

4. 自述有境外旅居史人员，如因个人
误操作导致，群众可通过海南健康码自行
复核转码或三天后经系统判断无境外旅居
史后自动转码；如确有境外旅居史，由各市
县指挥部进行管控，管控结束后由各市县
指挥部进行转码。

（三）“黄码”转“绿码”
1.自述有发热、气促、呼吸道症状的人

员，可通过海南健康码进行健康打卡14天
后自动转码。

2.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
解除隔离并居家健康监测14天后，由系统
根据日期自动转码，也可通过各市县指挥
部进行转码。

3.省内发热门诊就诊人员经发热门诊
复诊后排除新冠病例后，由发热门诊进行
转码；逾30日未复诊且有30日内核酸检测
证明的，由系统自动进行转码。

4. 中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可能暴露
的重点人员、潜在密切接触者在72小时内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的，由系
统自动转为绿码。

（四）“绿码”转“红码”、“黄码”
为便于及时管控重点人员，各市县指挥

部、各机场、码头、火车站等卡口转码人员，可
根据本规则，主动将“绿码”转“红码”“黄码”。
五、红码人员管控要求

红码人员将根据疫情防控管控规定进
行集中隔离，持该码人员将无法乘坐交通
工具、出入公共场所。
六、黄码人员管理要求

（一）黄码人员在未转绿码前尽量减少
流动，自觉暂停聚餐、参会等集体活动。

（二）黄码人员在未转绿码前不得进入
酒店、商场、超市、车站、机场、电影院、KTV、
酒吧等各类公共场所，以及学校、各类监所、
养老院和福利院等特殊场所。对于不能提
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健康码为
黄码的人员，实行劝返居家隔离。

（三）黄码人员如发现身体不适，应做
好个人防护，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立即
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核酸排查，并主
动报告流行病学史。

（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不得以黄码为
由拒绝患者就诊。

海南健康码变色规则有变化
实行“红码、黄码、绿码”三色动态管理

8月18日，在海口日月广场停车场入口处，工作人员测量车上人员体温并查验健康码。
据了解，海口日月广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扎实做好常态化、科学化、精准化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商场内

顾客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逛商超，
扫码测温不能少

本报八所8月 18日电 （记者刘婧
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文东雅）连日
来，东方12至17周岁青少年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推进，为东方建立全
人群免疫屏障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
东方该类人群新冠疫苗第一针剂已接种
18630人。

8月17日上午，东方市12至17周岁人
群新冠疫苗第二针剂接种工作启动，在东
方市人民医院北院区，不少青少年在家长
的陪同下有序排队，等待接种。

“今天接种第二针疫苗了，没有什么
不舒服的。接种疫苗之后，对个人对家庭
有安全保障，出行能更安心。”青少年朱奕
善说。

据了解，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避免在
接种新冠疫苗时人群聚集，东方市人民医院
北院区在观察区的排队等候区、座椅上张
贴间隔一米线标识，让接种完成并留观的青
少年人群保持有效社交距离。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我们的座椅上

现在也贴上了标尺，让接种群众保持一米
的距离。”东方市人民医院北院区门诊部
护士长符小花说。

在东方市中医院，前来接种的学生们
也排起了长队，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接种者按接种程序，签署知情同意书
确认后有序接种疫苗。由于现在青少年
第二针剂疫苗接种的关键时期，医护人员
加班加点坚守岗位，保证每一位接种青少
年能够应接尽接。

据了解，为做好未成年人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东方在7月至9月分年龄段安
全稳妥、有序推进12至 17周岁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接种目标人群约
34837人，由高年龄组向低年龄组梯次
推进。7月重点推进15至17周岁年龄
组目标人群约16516人接种第一针剂，8
月份重点推进12至14周岁年龄组目标
人群约18321人接种第一针剂，目前15
至17周岁目标人群第二针剂接种工作
正有序推进。

青少年新冠疫苗
第二针剂开打

东方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郭萃）8
月18日上午，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开
展第五轮封闭区全员核酸检测。自实行

“只进不出”的严格管控措施以来，高新
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对封闭区
内的全员进行了有序的五轮核酸检测，
同时为封控企业提供“菜单式”服务，确
保封闭管控期间园区企业职工生活正
常，为海口疫情防控起到了高效有序的
保障、管控作用。

为全面做好园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海口高新区第一时间成立高新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迅速
开展人员排查、场地消杀、组织人员核
酸检测工作，并全力配合琼山区开展流
调工作，严格落实管委会及园区企业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同时，在云龙产业园
实行“只进不出”的管控，海口高新区组
织党员干部志愿者，联动菜篮子公司及
外卖行业等多方力量迅速投入一线进
行服务保障，实行“企业点单，我们跑
腿”服务，为封控企业提供“菜单式”服
务，确保封闭管控期间园区企业职工生
活正常；线上关爱厂区和酒店集中隔离

的职工，进行“不见面”心理疏导，让隔
离人员和家属安心放心，还对隔离人员
家属开展“一对一”帮助，主动为隔离人
员家属采购生活物资，获得隔离人员好
评。

此外，海口高新区通过采取对云龙
产业园加密巡查次数、更换高标准围栏
等措施，加强封控区域路口管控，严禁
人员随意进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
求每个企业只留一个出入口，定期清点
管控人数，禁止园区内企业职工随意走
动。

在防疫的同时，高新区积极抓好园
区企业生产，目前，海南立昇净水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
公司、海口市裕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位于云龙产业园非封闭区域的企业已
顺利复工复产。

下一步，海口高新区将继续认真落
实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加
强与各属地辖区的联动以及在疫情防
控方面的交流与信息共享，继续做好企
业信息掌控和服务工作。

海口高新区为封控企业提供“菜单式”服务，确保企业职工生活正常

你们只管点单 我们负责跑腿

本报石碌8月 18日电 （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出海后，不要和

境外渔船或人员接触。如果接触了，一
定要向我们或者新港社区居委会报
告。回港后，要佩戴口罩，尽量不要去
人员密集的地方，做好防护。”8月17日
9时许，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新港
码头，昌江渔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红
星对刚回港的琼昌 20303 渔船渔民黄
木坚说。

新港是昌江的重要渔港之一，开
渔后，渔船进出频繁。当日一大早，昌
江渔业服务中心、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新港中队、新港海岸派出所等多部门
联合行动，对回港渔船渔民一边开展
巡查，一边开展防疫宣传。“在巡查过
程中，我们还会了解渔民身体状况以
及其是否在出海期间接触境外人员。
如果渔民接触过，我们会记录下来，上
报给县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处理，
做到‘日常管，源头查’。”陈红星介
绍，为了及时掌握回港渔船信息，开展
日常管控，他和同事 2人轮班，在新港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

记者了解到，除了登船巡查和宣传
外，昌江渔业服务中心等部门还在新港码
头、新港农贸市场等人口密集区域张贴了
10多张涉外渔业防范疫情的宣传海报，
同时不定期在昌江新港在册渔船管理群、
新港海岸派出所渔船渔民之家等工作群
发布防疫提示和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宣传
教育。

“通过宣传，我了解了一些当前的防
疫办法，很有收获。在出海时，一定不要
与境外渔船或人员接触，也不能前往疫情
中高风险区作业。”渔民黄木坚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

“社区还入户进行了防疫宣传，并积
极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开展防疫工作。当
前，社区正进行摸底排查，计划开展一次
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提升处置和
管控能力。”新港社区支部委员林武强说，
此外已组织绝大部分新港渔民进行新冠
疫苗接种。

为防止疫情从海上输入，昌江采取多
举措，加强南海伏季休渔结束后新港、海
尾港等各渔港渔船管控以及渔民管控，构
筑海上疫情防控“安全线”。

昌江
防疫知识送到船头
渔民安心出海上岸

本报保城8月 18日电 （记者贾磊
通讯员吴雪倩）药店是群众购买非处方
药品的重要途径，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
大药店严格按照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工作要求，切实做好购买退烧、止咳、抗
病毒等药品人员的信息登记工作，充分
发挥零售药店“哨点”监测作用，助力疫
情防控。

8月17日上午，进店购买药品的群
众都自觉佩戴口罩，通过测温，告知药
店工作人员需要购买的药品后有序进
入店内。

据药店工作人员介绍，群众到药店购
买感冒、止咳、退烧、抗病毒、抗生素相关
药品时，他们都会对购药人进行实名登

记，准确完整记录购药人的姓名、电话、身
份证号码等信息，充分发挥零售药店疫情
防控“哨点”监测作用。

“顾客进店需要购买感冒咳嗽等这
方面的抗病毒的药品，我们会在药监平
台上登记好顾客的资料，这些登记是为
了方便顾客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后，我们
有这个资料就能追溯到。”药店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亭县
各个药店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每日对店内环境以及顾客高频次接触部
位进行消毒，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人员
上班期间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切实将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共同筑牢疫
情防控网。

药店变“哨点”
防疫更精准

保亭

本报海口 8月 18
日讯（记者马珂）8月
17日，海南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发布《关于印
发〈海南健康码规则（修
订版）〉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明
确，为科学精准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加强
重点人群管理，及时排
查和管控高风险人群，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海
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对《海南健康码规则》
进行了修订。

《通知》要求，各
市、县、自治县及洋浦
经济开发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省政府直属各
单位，省大数据管理局
等从即日起执行。海
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
《海南健康码规则（修
订版）》中，实行“红码、
黄码、绿码”三色动态
管理，自动采集重点管
控人员大数据信息，结
合申请领取者申请填
报实际情况，全省统一
分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