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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侯
赛）1月28日，我省举行2022年春节
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春
节期间入琼人员需遵守的疫情防控政
策以及返乡人员疫情防控措施等。

入琼人员需遵守疫情
防控政策

目前正值我省旅游旺季，入琼人
员需遵守疫情防控政策。主要分以下
3种情况：1.境外入琼人员，严格按照

“14+7+7”落实入境人员管控，即14
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自我
健康监测。2.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涉
疫区入琼人员，按照中高风险区入琼
隔离管控措施和《涉疫区来琼返琼人

员核酸检测查验细则》执行。3.国内
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区、涉疫区以外
区域）入琼人员，2022年3月15日前，
在各机场、口岸提供核酸检测服务，采
样后予以放行。已持有48小时内1
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不再采样，直
接放行。

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
活动管理“熔断”机制

海南省旅文厅副厅长王忠云提
醒，凡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者将接受
当地疫情防控部门管控措施。行程
码带星号者，应根据当地防疫要求配
合防疫部门工作。参加旅行社组团
旅游时，凭本人身份证、实名制报团
参加旅游。

海南省将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
活动管理“熔断”机制，游客要及时关
注所在省份疫情情况，一旦所在省份
出现疫情，就不能以参加旅行社组团
的方式进入海南旅游。准备去旅游景
区游览的游客，要提前关注景区公告，
错峰出行，并在网上进行预约或实名
制购票。

提倡“喜事缓办，丧事
简办，宴会不办”

春节将至，将迎来返乡人流高
峰。海南要求做好返乡人员排查登
记，重点做好省外返乡人员和省内返
回农村的从事进口冷链食品人员、口
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人员、隔离场所
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四类

人群”的排查管控工作。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谟

谐介绍，近期，海南开发了“海南省
农村返乡人员摸排系统”，正在全省
推广使用。截至目前，全省农村地
区返乡人员共 72306 人，其中省外
返乡 71562 人，省内“四类人群”返
乡 744 人，返乡人员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完成率99.3%。重点排查了境
外返乡人员94人，自天津返乡人员
1376人。

林谟谐介绍，我省提倡“喜事缓
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
尽可能缩小活动规模，承办5桌以上
宴会等聚餐活动的餐饮单位须严格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扫码、现场测
温、通风消毒等措施；自行举办5桌以
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人，须向属地

村委会报备。

家庭聚会聚餐规模控制
在10人以下

海南省卫健委副主任曾昭长说，
春节期间，从外地返琼来琼人员，一
定要在旅途中做好个人防护，严格遵
守交通工具和沿途各地的各项疫情
防控要求。在此，提醒全省居民和来
琼返琼人员：非必要不远行、不出境，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或有本土新
冠病毒感染者报告的地区旅游。

此外，尽量减少探亲访友、聚会聚
餐等聚集性活动。提倡电话拜年、视
频拜年，家庭聚会聚餐，规模控制在
10人以下，原则上不举办50人以上
规模的活动。

全省成立流调小分队490个
各市县储备集中隔离点 194个

隔离房间2.09万间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未来几天我省多阴雨天气
最低气温或低至11℃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符晓虹 翁小芳 吴春娃）海南省气象台1月28日
预计，未来7天（1月29日～2月4日），我省先后
受两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将出现明显降温降雨并
伴有海上大风天气过程，其中中部山区最低气温
或低至11℃。

1月29日夜间～2月2日白天，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海南全岛阴天有小雨、东部局地有中到大
雨。1月 30日五指山以北地区最高气温降至
14℃～18℃，其余地区21℃～24℃；最低气温中
部山区12℃～14℃，其余地区15℃～19℃。1月
31日起最高气温逐渐回升，2月2日白天最高气
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回升至19℃～22℃，其余地区
22℃～25℃；全岛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2月2日夜间～4日，受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影
响，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小雨、东部局地
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五指山以北
地区最高气温降至 13℃～18℃，其余地区
21℃～24℃；最低气温中部山区11℃～13℃，其
余地区14℃～18℃。

省气象部门提醒，受冷空气影响，海南省多阴雨
天气，局部地区雨量较大，对道路交通有一定影响，
适逢春运高峰期，请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对工作。

唐卡非遗艺术展
三亚开展

1 月 28 日，主题为
“合颂”的唐卡非遗艺术
展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
区国际非遗中心开幕，80
余幅精美唐卡作品展出，
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春
节旅文产品供给。此次
展览将持续至3月29日，
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参观。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
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
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
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
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次展览的唐卡
作品来自桑吉才让、侯晓
辉和黄威三名青年画家。

展览现场还加入了
声音与影像效果，让观众
能够沉浸其中，感受唐
卡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
形式。大家在欣赏唐卡
绘画精深绮丽的艺术特
色的同时，还可以了解其
所蕴藏的精湛深邃的历
史信息、学术价值和人文
关怀。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截至目前
全省农村地区返乡人员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完成率99.3%

各市县储备新冠肺炎密接人员

大规模转运车辆 1886辆
座位62244个

核酸检测标本转运车辆 1133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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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措并举筑牢春节“防疫墙”

个人自行举办5桌以上宴会须报备

海口临空经济区水系
整治工程一期明年3月投用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刘
梦晓 实习生张梦真）海南日报记者
1月28日从海口市相关部门获悉，位
于海口江东新区的临空经济区水系
整治工程一期已经完成3个工作井
工程量的85%，计划2023年 3月完
工投入使用。

据了解，海口临空经济区水系
整治工程是海口市“五网”基础设
施项目，项目建设将提高临空经济
区的防洪排涝标准，保障航空维修
区、自贸物流区等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

我省将设立
热带雨林研究基金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记者孙慧）1月 2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22年全省林业工作会议获
悉，我省将设立热带雨林研究基金，省林业局正在
加快编制热带雨林研究基金设立方案，支持统筹
开展热带雨林和海南长臂猿科学研究。

2021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
中国首批成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在加大热带
雨林科学保护的背景下，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
到5群35只，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向世界展示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智慧、海南方案、霸王岭模
式”，进一步提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知名度。

202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加
快编制人工林分年度退出处置方案，开展一批人
工林处置工作。继续开展国家公园区域内小水电
站整治工作，争取上半年全面完成9座小水电站
的退出任务。尽快完成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任
务，东方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要在
年内高标准完成生态搬迁任务。

今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还要加
快推进智慧雨林项目建设，在今年2月底前要完
成省级智慧管理中心和五指山智慧管理中心、五
指山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还将组织中央媒体、省内媒体多层次多视
角展示国家公园建设进展和成效，开展“雨林与
您”体验季活动，高质量拍摄热带雨林和生物多样
性纪录片，并通过媒体平台播出，持续扩大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影响力。

我省将举办部属师范大学
公费师范毕业生招聘会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日
报记者1月28日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继续
搭建中小学校和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双
向选择洽谈平台，将于2月11日在海口市第四中
学（初中部）举办海南省2022年部属师范大学公
费师范毕业生供需见面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共提供招聘岗位210个，岗位信息
公布于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http：//edu.
hainan.gov.cn）和教育部公费师范生就业服务网
（http：//sfs.ncss.org.cn/），招聘对象为2022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6所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海南籍公费师范毕业生。
外省籍公费师范生拟来我省任教者，要按教育部规
定的公费师范生跨省就业有关要求履行程序。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省教育厅建议已返琼
的毕业生自今日起至招聘会前，非必要不离琼；确
需离开的，须及时向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报备，并
做好日常防护工作。2月11日前14天内有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参会人员，须按要求做好健康
隔离和核酸检测。

本报博鳌1月28日电（记者袁
宇）1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
局获悉，一位北京肺腺癌患者日前通
过北京普惠健康保来到乐城先行区
住院治疗，并得到了乐城特药险给予
的特许用药赔付支持。该患者全年
累计可获赔21.58万元。

2021年7月，乐城特药险被纳入
北京普惠保，逾300万北京市民参
保，此次获赔的患者以既往症身份投

保北京普惠健康保。2021年12月，
医生建议该患者使用海外特药洛拉
替尼进行治疗，而该药品正是乐城特
药险海外特药清单里的药品。

据介绍，该患者于今年1月1日
北京普惠健康保生效后申请理赔，
在通过海外药品用药合理性审核
后，来到乐城先行区指定医院使用
洛拉替尼。洛拉替尼是肺癌靶向药
品，患者预估总治疗花费约为75.95
万元，预计可通过乐城特药险获赔

21.58万元。
“这是因为患者投保时属于既往

症人群，特药赔付比例为健康人群的
50%。”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北京普惠健康保纳入乐城
特药险，为100种海内外高额特药费
用提供保障，其中25种国内特药保
额为50万元，75种国外特药保额为
50万元。“本次患者主要享受到了产
品75种国外特药用药费用保障。”

据介绍，乐城特药险2021年与

北京、山西、湖南、河北、湖北随州、甘
肃兰州、广东湛江等地普惠健康保合
作，投保人数超800万人。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保险支付的方式，乐城特
药险的普惠效果跨越地域，从海南走
向全国。随着乐城海外特药走进全
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国际先进的医疗
资源与国内健康需求有效链接，海南
自贸港政策红利也将惠及更多国人，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一北京肺腺癌患者获乐城特药险理赔
自贸港政策红利走向全国

本报三亚1月28日电（记者李
艳玫 黄媛艳）“海南卫星星座”首期
4颗卫星，将于近期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择机发射，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月
28日从在三亚举行的“海南一号”卫
星出征仪式上获得的信息。4颗卫
星分别为“海南一号”01星、02星以
及“文昌一号”01星、02星，具有“海

南造，海南发，海南用”的特点，将有
效助力海南商业航天的发展。

本次发射的4颗卫星由中科院空
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牵头，联合
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多家入园企
业共同研制。“海南一号”01星、“文昌
一号”01星、02星是集对地遥感和船
舶AIS采集为空天地一体的微小卫

星，主要是针对海南及环省海域进行
遥感成像。“ 海南一号”02星是高分
辨率对地观测微小卫星，主要完成对
地成像观测，具有推扫和视频成像工
作模式。

卫星发射入轨后，通过4颗卫星
的组网观测，我省每天可获取卫星遥
感数据，保障海南在自然资源、农业、

林业、海洋环境、海洋航运、海上应急
搜救和渔业信息服务等重点领域的
空间数据需求，有效服务于海洋保
护、渔业生产、自然资源调查等多个
领域。

“我们希望探索出一条在海南
培育孵化卫星设计、组装，火箭商业
发射和卫星数据应用的商业航天发

展路径，进而在海南打造一个完整
的商业航天生态产业链，推动以卫
星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海南空天信
息产业发展，赋能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
研究院执行院长、三亚中科遥感信
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天
梁说。

“海南一号”卫星出征仪式在三亚举行

首期4颗卫星将在文昌择机发射

方便群众出行

三亚崖州区5条道路
实现功能性通车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近日，三亚市崖州大道
（南滨路口至崖城大桥段）、崖州路（崖州大桥至崖
保路）、保港中心大道（漳波河至崖保路）、南滨路
及崖州大道（还金路北段）等5条道路实现功能性
通车，这一波“通车潮”为该市崖州区疏通了多条
交通“动脉”，方便群众出行。

海南日报记者开车行驶在崖州大道上，宽阔平
坦的路面上车辆往来。“崖州大道（南滨路口至崖城
大桥段）是崖州区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崖州
区南北交通重要的交通干道。”崖州区住建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前由于过往车辆往来不断且逐年增多，
久而久之导致道路路面出现多处坑洼，雨天群众出
行不便。经过维修改造，该路段近日已实现功能性
通车，解决了困扰群众许久的“出行难”问题。

此外，经多部门协同和参建单位的通力合作，
崖州路（崖州大桥至崖保路）、保港中心大道（漳波
河至崖保路）、南滨路以及崖州大道（还金路北段）
近日也已完工并实现功能性通车。

据悉，5条主要交通“动脉”疏通，将进一步完
善崖州片区的路网结构，解决城区交通拥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