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机场等关口对14天内有涉疫区旅居史的入琼返琼人员由持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改为持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
行。调整依据为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印发的《关于做好因疫情滞留人员有序返程管
理工作的通知》（国卫明电〔2021〕480号）

2 在重点公共场所取消了查验行程轨迹，
保留查验健康码（第八版防控方案低风险区

不要求查验健康码）。取消影院等密闭
空间“隔位坐”等具体人员数限制要
求，强调控制流量

3 对聚集性活动取消暂停
举办300人以上活动要求，强调
做好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尽量控
制规模，要建立人员信息库，原
则上14天内有中高风险区及涉
疫区旅居史人员不参会。倡导“红
事”“白事”从简，取消社区报备的

要求

4 对出岛人员取消48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要求（去北京除外）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马珂）
海口市高新区云龙产业园于8月19日
10时由中风险区调整为低风险区。我
省全部为低风险地区。为统筹抓好疫情
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前做好
防疫措施调整，省指挥部防疫组组织专
家研判，发布了《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持续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该文件
主要考虑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国内
本土疫情输入风险仍然较高等情况，并
结合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常态化防
控措施要求及我省实际，对前一段时间
防控措施做了以下调整：

我省疫情防控措施调整
出岛不需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去北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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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8月19日9时30分许，海口高新区云龙
产业园内，44岁的卡车司机陈益雄坐在车里
安静地等待着。

可他不时摩拳擦掌的小动作，还是出卖
了他激动的内心。从8月5日到19日，经过
整整14天的等待，云龙产业园即将解封，这
意味着，陈益雄可以回家了。

8月5日，陈益雄和另外7名同事从秀英
区各自驾车为建华建材（海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华建材公司）送原材料。还没等他
们离开，云龙产业园就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他
和同事们都没能离开，只能留在原地待命。

“虽然这段时间在园区里被照顾得挺
好，但我从没离家这么长时间过，想家。”陈
益雄说，18日晚上，他得知了产业园次日即
将解封的消息，兴奋得一宿没睡好。

8月19日10时整，云龙镇委书记王绥
臻在云龙产业园大门外宣布产业园解封的
消息，在大门内等候消息的人群瞬间爆发出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产业园大门口的护栏、
帐篷被逐个拆除，园区左右两个方向的车道
上，大卡车、面包车、小轿车、电动车鱼贯而
入、鱼贯而出，队伍延续了数十米。

产业园内，建华建材公司的大门也缓缓
打开，整齐排列的一长列卡车中，陈益雄驾驶
的那辆卡车排在头一个。看到媒体记者的“长
枪短炮”，他高兴地探出头，冲镜头比了个“耶”
的手势，然后坐直了身，熟练地发动了车。

在建华建材公司的生产车间，140名戴
着口罩的工人也忙活起来，生产流水线全速
运转，一切都与封控管理前别无二致。

在建华建材公司隔壁，海南雄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塑公司）的PVC管
材车间内，开机班长沈文彦正忙着把一捆捆
经过机器自动分管、称重、包装的管材搬到
一旁的地面上。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才毕业一年多，
每个月还要还2000多元助学贷款，“现在能正
常工作了，还贷的事不用担心了，特别开心。”

雄塑公司总经理刘志波也信心满满：
“复工复产后，我们加足马力，计划3天内把
之前的订单全部交付给客户。”

当天同时解封的区域，还有云龙镇卫生院。
解封后的云龙镇卫生院又恢复了往日

的繁忙景象。8月1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到达云龙镇卫生院时，院长符之魏正在给患
者开药。

符之魏介绍，在卫生院管控期间，不少
患者打来电话咨询何时复工，医护人员只能
建议他们到邻近镇卫生院就诊，“群众需要
我们。现在终于又能为大家服务了，我们都
干劲十足！”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历史，并不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
式开启——

8月1日、5日，海口先后新增2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我省自2020
年2月20日以来，首次出现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

但人民却总以“柳暗花明”为历史
结语——

8月19日，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
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
此，我省全部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这是高温与大雨交替的 19个昼
夜，责任与奉献叠加的19个昼夜。全
省上下众志成城，攻坚克难，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有效遏制住了这一波疫情在
海口蔓延的脚步。

出手快准
疫情面前，海口凭借坚实的常态化

防疫基础，出手果断，救治、排查、防控、
巩固，环环相扣，快速落实。

快——
第一时间将确诊病例转至定点医

院治疗。
第一时间开展全面细致的流调溯

源、隔离管控、环境消杀等疫情防控
工作。

第一时间组织重点区域重点人群
多轮核酸检测。8月1日当晚就采集了
核酸检测样本6207份。

“在这场和病毒赛跑的过程中，我
们必须比以往跑得再前一点、跑得再快
一些，才能及时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切
断感染链条。”在核酸检测现场，海口市

城西镇副镇长王鸿忠说。
准——
海口市疾控中心60余名流调工作

者化身“侦探”，1天只睡4个小时，分秒
必争地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密接者与
次密接者全部被找到，涉疫场所被快速
圈定，并根据程度采取不同规格的管理
措施。

不止如此，海口还把关口前移，做
好社会面管控，以最严措施把好机场、
码头等入琼关口，严格执行入琼关口
检测流程，严防输入风险。海口市公
安局在全市共设置临时治安卡点 70
个，形成外圈查控、内圈防控的闭合式
防控体系。

信息透明，是杜绝谣言的关键。8
月1日出现新增病例后，海口连夜召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防疫情
况。19天里，这样的新闻发布会连续召
开了11场，信息公开及时且持续，消除
了猜疑，稳定了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密的防护网
中，人文关怀依然被党和政府时时刻刻
放在心头。针对“黄码”人员，海口不断
增加临时核酸检测点；为方便群众，移
动核酸检测车开进工地、学校、社区；为
减少旅客等待时间，PCR移动方舱投入
使用……

白衣执甲
一方有需，各方支援。这一波疫情

发生后，省、海口市、民营医疗机构近
2000名医护人员火速集结，澄迈、文
昌、定安等市县派出上百名医护人员紧
急奔赴海口，共同奋战在核酸检测采样

一线。
为了尽快出结果，上海六院海口医

院（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核酸检
测实验室的15名工作人员实行“两班
倒”，24小时不间断工作。

“我是党员，理应冲锋在前！”8月
7日，在同济文昌医院微信群里，短短
5分钟，就有数十名医护人员主动报
名，请求支援海口。60名医护人员顺
利成行，驻扎在海口多个核酸检测采
样点。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康复科护士
吴毓文一天中三次穿上防护服上阵。
忙完一天的核酸检测后，双手被汗水泡
得发白、发皱、发抖，甚至接不住同事递
来的饮用水。

海口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曾
学乾有一天为近200人做了核酸检测，
脱下防护服，全身已经湿透，顺手拧一
把头发，竟然拧出一大摊水。

……
医者仁心，人民群众看得到。

“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海口一家隔离酒店内的小学生符
文馨通过表演手势舞，向为她测体温的
护士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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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谢
琼山区云龙镇委镇政府一线防疫工作
人员，云龙镇海榆南路社区的58位居
民写下一封联名感谢信，末尾还按上了
58个红艳艳的手指印。

点亮星火
最温暖人心的火光总是由星星之

火凝聚而成。在这轮牵动人心的防疫
工作中，党政工作人员、志愿者、教师、
居民……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走出家
门，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组建了185
支青年抗疫突击队，2400余名青年志
愿者挺身而出，协助开展核酸检测、疫
苗接种、排查登记、体温检测、秩序维
护、社区防护等工作，和社区物资保障、
生活用品配送等工作。

还记得，那一天海口大雨倾盆。为
了让南宝花园小区的住户顺利进行第
二轮核酸检测，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
小区大门口争分夺秒地搭建雨棚。半
小时后，8个雨棚搭起来了，他们也淋成
了“落汤鸡”。

还记得，美兰区演丰镇昌城村72
岁的老党员林志勇主动请缨，每天早上
骑着电动车、带着小喇叭，穿梭在乡道
上宣传防疫知识。“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是他信奉的人生之道。

在核酸检测之外，封控地区人民
群众的一餐一饭，都是党和政府心之
所系。

龙华区通过微信小程序，专门为
封闭小区提供菜品。“下雨时，工作人
员还专门在取菜点支起了雨棚和桌
子，确保大家的食品不会被淋湿。”这
个细节让创业新村小区业主龙飞感动
不已。

19个日日夜夜，在与病毒这一轮
交手中，海口人民没有败下阵来，随
着云龙产业园的风险等级调整，“战
斗”暂告一段落。经历风雨，椰城海
口，美丽如故。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从8月1日出现确诊病例到19日调整为低风险区，
在高温与大雨交替的19个日日夜夜里，我们——

携手并肩 以“毅”战疫

全国疫情信息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国家卫
健委19日通报，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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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1例（天津
11例，广东10例，云南6例，上海5
例，福建4例，北京1例，内蒙古1例，
浙江1例，河南1例，四川1例），本土
病例5例（江苏3例，上海1例，云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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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546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59例
（其中重症病例11例），现有疑似病例
2例。累计确诊病例8011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725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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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例（其中
重症病例6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8044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94546例，现有疑似
病例2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5440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41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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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6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15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08例（境
外输入408例）（核减境外输入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996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42 例（出院 11755 例，死亡 2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9
例），台湾地区15891例（出院13214
例，死亡821例）。

国家卫健委：

18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
其中本土病例5例

解封后的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云龙镇卫生院忙碌如常——

满血复活 干劲十足

解封时刻

①

②

③

① 8月 19日，云龙镇卫
生院恢复正常接诊工作。

② 8月19日10时，海口
高新区云龙产业园拆除围挡全
面解封。

③ 8月 19日，云龙镇卫
生院医护人员帮助腿脚不便患
者入院问诊。

本组图片均由海报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我省已全部为低风险地区
◀上接A01版
要严格落实佩戴口罩、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一米线”、公共区域消毒、减少等
待排队时间等常态化防控措施等。

继续落实聚集性活动防控措施。会
议、会展举办方要控制参展参会人员密
度和会议规模；建立人员信息库，原则上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区及涉疫区旅居史
人员不参会。

《通知》要求加强重点行业疫情防
控。严格落实师生员工开学前 14天
自我健康监测，对中高风险师生员工
按要求完成核酸检测、隔离等措施后
方可返校，严防带病、带风险返校。加
强高风险人群管理。铁路、公路、水
路、民航、口岸、医疗卫生、进口冷链等
12类重点行业，要按照要求摸清人员
底数，登记造册，按照相应检测频次，
做到“应检尽检”，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和疫情苗头。

《通知》要求加强重点场所管理。
机场、港口等对入境人员（不含从澳
门入境人员）、入境冷链等货物及环

境直接接触的搬运、保洁、检疫、边
检、流调问询、采样、转运以及登轮作
业的场所，实行闭环或封闭管理。人
员采取一定工作周期的轮班制，工作
期间集中住宿、封闭管理，工作场所
与居住地之间点对点转运，避免与家
庭人员和社区普通人群接触。国际
和国内航班作业场所工作人员要固
定岗位，禁止交叉作业。加强重点机
构管理。各类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
诊所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规范开展
传染病预检分诊，强化发热患者信息
报告及闭环管理，确保发热患者均在
发热门诊（诊室）就诊。

《通知》要求稳步推进疫苗接种。确
保适龄无禁忌症人群“应接尽接”，重点
行业人员做到“应接必接”。

强化群众防控意识。倡导非必要不
到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涉疫区，前
往北京的，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办理登机手续，返琼后及时主动向所在
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备，自觉接受健
康管理服务。

本报海口8月 19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8月19日10时，海口高
新区云龙产业园由中风险区调整为低风
险区。至此，海南省全部为低风险地
区。当天，省旅文厅印发通知，各旅行社
及在线旅游企业可恢复经营跨省团队旅
游及“机票+酒店”业务，但各旅行社及
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旅游，不得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
队。同时，启动全省各项旅游文体活动。

根据通知要求，省内各项旅游文

体活动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按照海南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关于持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的通知》规定执行。各市县旅文局要
指导辖区内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严
格遵守《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
控措施指南》的有关要求，扎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指导旅行社和在线旅游
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及时了解
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疫情形
势，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我省启动各项旅游文体活动

跨省团队游及“机+酒”业务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