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三亚2月28日电（记者李
艳玫）2月28日，三亚发布一名省外
来琼人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的
情况通告，并在当天下午举行新闻
发布会，将有关情况向公众发布。

丁某某，女，27岁，天津市武清
区人，2月23日在天津市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2月24日，14时50分与
婆婆、孩子从天津乘坐GS7871航
班飞往三亚，入住海棠区仁恒皇冠
假日酒店；2月25日，前往天涯海角
景区游玩；2月26日，前往蜈支洲岛
景区游玩；2月27日，8时28分在解
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进行核酸采
样，19时接到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
院通知核酸采样初筛阳性，并于当

晚转送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经省疾控中心复核确认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轻型）。解放军总医院海
南医院正在对核酸样本开展基因测
序，预计2天内出结果。与确诊病
例同行的2人（其婆婆和小孩）在解
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江林院区进行
隔离管控，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三亚快速启动应急预
案进行紧急处置，对病例落实隔离
治疗，对相关人员开展排查及落实
隔离管控，对相关场所落实管控及
消毒措施，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和疫
情处置工作正持续稳妥推进。截至
2月28日17时30分，三亚核酸采样
共55801份，已出结果19183份，均

为阴性，剩余结果待出；组织核酸采
样队对封控区域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采样，其中封控区、防范区已采样
7615人，均为阴性。共采集环境样
本120份，均为阴性。剩余样本结
果等待中。

三亚第一时间划定3个封控管
理区，对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涉及的
海棠区仁恒皇冠假日酒店、海棠区
龙海东一横巷兰州拉面馆、蜈支洲
岛海盗吧餐厅等场所实行封控管
理，对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酒店所
有入住人员、酒店员工共计1350人
全部就地严格执行封控措施。同
时，将天涯区和海棠区确诊病例及
家人的活动范围（海棠区龙海东一

横巷、蜈支洲岛、天涯海角景区和海
棠区仁恒皇冠假日酒店周边的18
家酒店等）划定为防范管理区。

截至28日 17时，该市已追查
到密接78人，次密接125人，时空
伴随者195人，共计隔离管控245
人，已准备 1000间隔离用房落实
管控措施。

机场出行方面，2月28日12时
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对所有出港
的旅客落实48小时内两次核酸阴
性证明查验工作，无符合核酸条件
的人员，按照三亚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管控指令执行，禁止进入候机
楼。目前，三亚已暂停所有前往北
京的航班，退改事宜请联系航司。

一名省外来琼人员在三亚确诊
同行2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海口2月 28日讯 （记者
习霁鸿）为做好海口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2月 28日，海口市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针
对 2022 年 2 月 17 日（含）以来有
天津市、2月 24 日（含）以来有三
亚市旅居史的人员，尤其是与感
染者有过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
集、重合的人员，将进行三天两检
（两次间隔 24 小时以上）和离岛
查验。

海口在全市主要街道、机场、
“三港一站”、汽车站设置临时核
酸采样点，为上述人员提供免费

核酸检测服务。
具有上述旅居史的人员从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三港一站”离
岛的，须查验行程码、48小时内1
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离岛
关口接受 1 次免费核酸检测，符
合目的地管控政策可离岛（健康
码红码者除外）。飞北京旅客需
持 48小时两次（间隔 24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

对 2022 年 2 月 17 日（含）以
来有天津市旅居史和三亚市 2月
27日新冠病例的同时空伴随者赋
黄码，请健康码为黄码的人员抓

紧到街道临时核酸采样点（详细
信息随后发布）免费做核酸检测，
并在 24 小时后主动完成第二次
核酸检测。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后，健康码将自动转为绿
码。上述重点人员必须主动向居
住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
并到临时核酸采样点进行采样检
测，落实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措
施。

如有出现发热（体温≥37.3℃）、
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嗅（味）
觉减退、结膜炎、肌痛、腹泻等不适
症状时，做好个人防护，立即就近前

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排查，如
实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就医途中
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另外，该指挥部还倡议符合
疫苗接种条件的人员（尤其是 60
岁以上人员），尽快完成新冠病
毒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工
作。商场、农贸市场、宾馆酒店、
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加强健康
码和行程码查验，如有异常禁止
进入公共场所。如遇到问题请
拨打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进行
咨询。

海口发布通告：

近期有天津和三亚旅居史人员须三天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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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马
珂）2月28日，海南省“2+3”健康服务
包试点启动视频会在海口召开。海南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南将全力打
造“2+3”健康服务包“海南模式”，力
争通过3至5年时间的努力，使我省
高血压、糖尿病和结核病、肝炎、严重
精神障碍（以下简称“2+3”）等5种疾
病的综合防控能力和成效快速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将结合实际设置

“2+3”疾病特色门诊。
据悉，我省制定《海南省“2+3”健

康服务包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按照“1年试点、2年全覆盖”的
思路分步实施，今年在琼海市、东方市
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启动省级试
点，覆盖约110万人，2023年在全省

全面实施。力争到2025年底“2+3”
疾病基本实现“应防尽防、应筛尽筛、
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形成以“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立体化、数字化综合精
准防控”为主要特征的“海南模式”。

《方案》提出，加大筛查力度，提高
诊断率。根据知情自愿原则，组织发
动重点人群做好早筛查、早检测、早诊
断，努力实现“2+3”重点人群“应查尽
查”。探索将“2+3”疾病检查检测纳
入健康体检、婚前医学检查。为18岁
以上人群开展肝炎病毒感染标志筛
查，筛查率要达到90%以上。

实施医疗机构“应检尽检”策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利用基层5G远
程诊疗设备对“2+3”疾病重点人群做好
初步筛查诊断和转诊工作。医疗机构

按照“2+3”疾病重点人群筛查范围和国
家有关标准规范，对就医群众实施相应
的检查检测和诊断工作。探索开设“咳
嗽门诊”，提升结核病人筛查能力。

《方案》提出，建立定点医疗服务模
式。建立定点医疗机构、非定点医疗机
构（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疾控机构
协同参与的“2+3”疾病病例转诊工作机
制和归口管理流程。督促患者“应治尽
治”。乡镇（街道）、村（居）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动员患者“应治尽治”。定点
医疗机构按照“2+3”疾病临床路径和行
业标准，对“2+3”疾病确诊患者进行必
要的检测和辅助检查，督促符合治疗条
件的患者接受规范治疗。

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治疗前评估，确
定治疗方案，科学规范使用治疗药物，

提供医学随访等服务。以早诊早治、科
学规范治疗为重点，为“2+3”疾病患者
及其家属提供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提
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和临床治愈率。肺
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90%。鼓励探
索互联网医疗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实际设置
“2+3”疾病特色门诊、科室或“2+3”
疾病管理服务中心，加强设施设备和
药物配备。

《方案》指出，加强药品配备使
用。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医疗保障部门
指导定点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和诊
疗能力，及时配备、合理使用“2+3”疾
病治疗药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3”疾病药品配备使用和处方管
理。探索通过互联网医疗开展药品直

接配送服务模式。
加强药品合理供应。医疗保障、

卫生健康部门、药品监督管理共同推
进将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2+3”
疾病治疗药品按规定及时纳入集中采
购范围，纳入医保报销目录。鼓励支
持使用中药材和黎药等民族药材。支
持“2+3”疾病新特药品在我省上市。

《方案》要求，医疗保障、卫生健
康、民政等部门按规定落实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
障政策。推进落实城镇从业人员基本
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和基本药物
制度补助资金对“2+3”疾病的预治作
用。支持引入商业健康保险机制，进
一步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海南“2+3”健康服务包今年在琼海、东方和保亭试点

将设高血压等5种疾病特色门诊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
试验区第二批学生报到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2月26
日，海南陵水国际联合学院（筹）2022年春季学期
迎来第二批学生——来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
学院的62名学生顺利抵琼报到。据悉，本次入驻
的学生来自大一和大四两个年级。

2021年9月和10月，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
创新试验区分别迎来北京体育大学与阿尔伯塔大
学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学分项目、电子科技大学与
格拉斯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两个批次共
86名“海南自贸港国际英才班”项目学生。

2月27日，刚刚入驻的第二批“海南自贸港
国际英才班”项目学生迎来了开学第一课，通过聆
听讲座、实地参观、入村探访等方式，深入了解了
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和发展前景，以及海南陵水
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规划建设情况、园区
实施的“五互一共”集成创新模式等。

根据计划，3月5日，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50
名学生将报到入驻。

本月上旬
将有4场招聘会海口举行
包括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专场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易宗平）3月上
旬海南将有4场招聘会在海口举行，其中包括金
融、家政行业专场和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专场。
这是2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省就业局）获悉的。

据了解，3月上旬，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
业局）将在该局一楼公共服务大厅举办3场公益
招聘会：3月1日8时30分至12时的公益招聘
会，入场企业有50家，共提供岗位1271个；3月
3日8时30分至12时的2022年海南省金融行
业专场招聘会，截至2月28日18时已有24家用
人单位报名，共提供岗位496个；3月10日8时
30分至12时的2022年海南省家政行业专场招
聘会，截至2月28日18时已有5家用人单位报
名，共提供岗位106个，后续还将有相关用人单
位报名。

3月2日8时30分至12时，海口市人力资源
开发局将在一楼招聘大厅举行“扬帆自贸 圆梦
海南”2022届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专场公益招
聘会（第七场）。

海口江东新区地埋式
水质净化中心完工
系全省首座全地埋式净水厂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习霁鸿）地下是
污水处理设施，地上是湿地公园，流水潺潺、睡莲
摇曳。2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新近完工的海
口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看到这幅景象。
这也是全省首座全地埋式净水厂。

海口江东新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位于江东
大道迈雅河畔，占地面积45.3亩，于2020年2月
开工，近期服务人口5万人。项目本期建设规模
4.5万吨/日，配套建设2.5万吨/日厂外污水提升
泵站，远期处理能力14万吨/日。

该项目处理后的尾水部分用于景观湿地生态
补水，中后期可将高品质再生水用于生态景观补
水、绿化用水，道路洒水、洗车及城市杂用。

作为我省首座全地埋式净水厂，该项目实现
了节约土地、环境友好，工艺全流程臭气可以全收
集、全处理，并可有效降低厂周界噪音。

胆管癌新药艾伏尼布片
落地乐城先行区

本报博鳌2月28日电 （记者袁宇）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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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药业同类首创药物艾伏
尼布片日前获准在乐城先行区内应用于临床急
需，用于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携带异柠檬酸脱氢
酶-1（IDH1）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成
年患者的治疗。这将为急需治疗的国内胆管癌患
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据介绍，艾伏尼布片是一种靶向IDH1突变
的口服小分子抑制剂，通过与突变IDH1可逆性
结合，降低a-羟戊二酸水平，促进细胞正常分化，
从而发挥抗肿瘤效应。该药物于2021年8月获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既往接受过
治疗的携带经FDA获批检测法检出的IDH1突
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成年患者的治疗。

目前，对于IDH1突变型胆管癌患者的治疗
有限，艾伏尼布片的获准将会为该类患者带来更
多获益。

艾伏尼布片是首个且唯一获得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IDH1突变胆管癌患者
靶向治疗的药物，已被纳入海南乐城全球特药
险，并入选了2021版《CSCO胆道恶性肿瘤诊疗
指南》等。

海南印发省属科研院所
技术创新项目管理办法

对基础性科研项目
经费给予稳定支持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省科技厅
近日印发《海南省省属科研院所技术
创新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进一步规范我省省属科研院所
技术创新项目管理，根据《办法》，我省
将对基础性科研项目经费给予稳定支
持。

《办法》指出，省属科研院所技术
创新项目实行分类支持和管理，分为
基础性科研项目和技术开发应用科
研项目两大类。其中基础性科研项
目是指省属院所在各自领域，围绕我
省经济与社会发展开展基础性、前瞻
性、公益性、支撑性的科技研究和基
础性工作。基础性科研项目以院所
为单位，自主选题、整体立项，经费稳
定支持。

《办法》提出，基础性科研项目在
保障年度工作任务完成的前提下，经
费可用于从事科技基础性科研工作的
人员费用（财政预算已安排工资性收
入的科研人员除外）和设备费、业务
费、劳务费等基础性科研工作实施过
程中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但不得
安排绩效支出，不得开支罚款、捐赠、
赞助、投资等。

《办法》还对技术开发应用科研项
目管理作出说明。技术开发应用科研
项目是指围绕我省经济与社会发展，
引进转化或研发新技术、新方法和新
产品，解决我省产业或行业发展中的
技术难题。技术开发应用科研项目在
省属科研院所范围内实行公开征集、
公平竞争、择优立项的原则。技术开
发应用科研项目实施期一般不超过3
年，项目申报、评审、立项、验收及经费
等管理参照《海南省重点研发专项和
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本《办法》自2022年3月19日起
施行，有效期五年。

近日，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的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研
究人员在开展育种科研工
作。据了解，科研院所、企业
只要通过预约就可以轻松入
驻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使用
实验室提供的仪器设备，实
现“拎包入驻”。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育种科研
“拎包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