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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涉疫区人员来（返）琼前
凭健康码绿码办理登机或其他来琼手续

涉疫地区人员来（返）琼前
核酸阴性证明改为48小时内1次

所有来（返）琼人员
抵琼关口落实测温、扫地点码、查健康码和行程卡措施并实施落地检后放行

入境人员防控措施
10天集中隔离、4天居家隔

离观察（无居家隔离条件的落实
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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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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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马
珂）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
悉，《关于调整完善来（返）琼人员疫
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于6月19日发布，要求结合奥
密克戎变异株疫情防控特点和我省
实际，调整完善部分来（返）琼人员
疫情防控措施。

《通知》明确，非涉疫区人员来
（返）琼前，凭健康码绿码办理登机或
其他来琼手续，不强制要求核酸阴性
证明；涉疫地区人员来（返）琼前，核
酸阴性证明改为48小时内1次；所
有来（返）琼人员在抵琼关口落实测
温、扫地点码、查健康码和行程卡措
施，并实施落地检后放行。

入境人员防控措施由“14+7”改

为“10+4+3”，即10天集中隔离、4天
居家隔离观察（无居家隔离条件的落
实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

其他防控措施暂不调整，省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将结合防控形势动
态研判和调整。

《通知》要求，各市县、各单位要
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九不准”要求，全省一盘棋，防止简

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影响。

重点人群定期核酸检测是常态
化疫情防控重要内容，是落实“四
早”要求，提高疫情防控措施科学
性、精准性、针对性的重要举措，各
市县要严格按照《关于加强重点人

群新冠病毒核酸“应检尽检”工作的
通知》要求，落实重点人群核酸“应
检尽检”和管控措施；各行业主管部
门要及时掌握和更新本行业重点人
群名册，做到底数清、人头清、核酸
检测情况清，定期研究解决核酸检
测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对不按时
开展核酸检测人员加强监管，督促
其及时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习
霁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6月20日，海
口市琼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发布公告，寻找近期有深圳旅居史
人员。

公告提出，6月18日，深圳市发
现本土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现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如市民、旅客有涉
疫区旅居史，现在琼山居住或旅游
的，请立即向所属乡镇（街道）或村
委会（社区）上报。

6月10日（含10日）以来有深圳
市旅居史来（返）海口市琼山区居住
的（住家或住酒店）有关人员，请主动

就近完成一次核酸检测。
自 6 月 16 日以来有深圳市福

田区、深圳市罗湖区旅居史的来
（返）海口市琼山区居住的（住家或
住酒店）有关人员，请跟所在社区
（村）、单位、酒店主动报备，接受
社区相应的健康管理，落实“3天2

检”（每次采样间隔 24 小时）。居
家健康监测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
出，确需外出的应做好个人防护、
扫场所码，保持社交距离，不要前
往人员密集场所，避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上述人员居家健康监测期间，

请凭行程码尽快到就近的临时核
酸检测采样点免费采样。每天采
样时间上午 9：00—11：30，下午
3：00—5：30。如隐瞒旅居情况，
或不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对疫情造
成影响的，经查证属实，将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防疫指挥部紧急寻人

近期有深圳旅居史人员应立即上报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杜韶光）6月2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环保
督察办）获悉，海南省第二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第二督察
组”）公布了一宗关于“万宁市海水养
殖监管缺位，部分砂质岸线遭受侵蚀
破坏”的典型案例。

今年6月，第二督察组进驻万宁
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工作，
万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与督察
组共同推动万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经督察组与万宁市共同核查发
现，万宁市海水养殖监管缺位，环境
问题突出，部分砂质岸线遭受侵蚀破
坏。根据资料显示，万宁市原有海水
养殖场面积27731亩，其中，禁养区

海水养殖面积11466亩，已清退面积
11428.1亩。沿海地区海水养殖长期
以来无序发展，给万宁市砂质岸线带
来突出的环境问题。

督察组通过文字及视频的方式，
对典型案例基本情况、主要问题、原
因分析等内容进行公布。下一步，第
二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帮助万宁市发现问题、推动问题

解决，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省环保督察组公布一宗典型案例

万宁部分砂质岸线遭侵蚀破坏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贴片、清洗、封胶、修四角……日
前，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三亚鑫太有限
公司（电子加工厂），50余名工人在各
自岗位上有序地忙碌着，他们眼神专
注，动作娴熟。这群工人还有一个特
殊的身份，他们都是戒毒康复人员。

“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混迹在
社会上，真不敢想象现在是什么结
局。”提起往事，戒毒康复人员潘某华
满面羞愧，年轻时他因好奇吸食毒

品，之后几次“进宫”、强戒。“因为我
有前科，找工作四处碰壁，每天浑浑
噩噩，身体也越来越差。”

工作无着落、经济无来源、生活
无保障、内心无归属，这种“四无”情
况，成为许多戒毒康复人员回归正常
社会生活的“拦路虎”。

如何变“无”为“有”？三亚依托
戒毒康复工场，引进优质企业，拓宽
就业渠道，探索打造集戒治、康复、指
导、帮扶等功能为一体的安置帮教基
地，为戒毒康复人员搭起一座融入社

会的过渡桥。
“三亚鑫太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

子元器件加工，入职门槛低，工作简
单易管理。”三亚戒毒康复工场负责
人陈卿甫介绍，基于以上特点，2020
年底，三亚戒毒康复工场积极引进三
亚鑫太有限公司入驻，为200余名戒
毒康复人员提供工作岗位。

陈卿甫坦言，为了鼓励戒毒康复
人员参与劳动、安心留场戒治康复，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除了为戒毒康
复人员发放工资，他们还提供伙食补
助和其他社会保障，并协调用工单位
发放工作考勤奖励。

对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刑满释

放等特殊人员，留场前6个月，三亚鑫太
有限公司每月额外补助500元；留场超
过6个月，每月额外补助增至1000元。

“他们能多留一段时间，回归社会后的
生存能力就更高一些。”陈卿甫说。

“目前，工场引进18家各类生产
企业项目，累计安置戒毒康复人员劳
动就业共864人，已有762人顺利回
归社会。”陈卿甫说，未来工场还将进
一步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引进优质企
业项目提高劳动收入，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精准化留场动员等专项活动，
稳定提升戒毒康复规模，搭建戒毒康
复人员找回自信、重返社会的平台。

（本报三亚6月20日电）

三亚依托戒毒康复工场打造安置帮教基地

搭建过渡桥 修筑回归路

关注中超海口赛区

7月1日至20日：

我省多地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袁迎蕾 朱晶晶）海南日报记者6月20日从省气
象部门了解到，预计7月1日至7月20日，全省各
地降水量以偏少为主，平均气温偏高，极端最高气
温主要出现在7月上旬前期。

降水量预测
预计7月1日至7月20日，南沙群岛、海南岛

五指山以南地区和北部部分地区降水量130毫米
～180毫米，其余地区80毫米～130毫米。各地降
水量以偏少一成至二成为主。

平均气温预测
预计7月1日至7月20日，白沙、琼中和五指

山等市县以南部分地区平均气温27℃～28.5℃，
其余地区 29℃～30℃。各地平均气温以偏高
0.4℃～0.5℃为主。

延伸期主要天气过程预测
预计7月1日至7月20日，海南省主要的降水

时段大致出现在：7 月上旬后期（7 月 7 日～10
日）、7月中旬中期（7月15日～18日）。预计期间
可能有热带气旋影响海南省。

海口两个安居房项目
本周摇号选房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刘梦晓）6月2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到，海口两
个安居房项目将面向社会进行基层教师及医务人
员配售工作、选房活动公示，长秀仕家安居房预计
6月25日进行摇号选房，金域仕家安居房预计6
月26日摇号选房。

6月20日，长秀仕家安居房项目对第一批房
源的配售对象、房源情况、选房方案进行公示。根
据公示情况，获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基层教师
和医务人员共计23人报名选房。本批次针对基层
教师和医务人员配售的房源共计230套，其中建筑
面积约120平方米户型221套、建筑面积约112平
方米户型9套，全装修交房，交付时间为今年12月
30日前。6月25日将开始选房活动。

根据金域仕家安居房项目第二批房源中的配
售对象、房源情况、选房方案的公示，此次共有
205名获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基层教师和医
务人员入围项目第二批房源摇号选房，选房活动
将于6月26日举行。本批次基层教师和医务人
员的配售房源数量为158套，套型建筑面积约
120平方米，均为全装修交房。交付时间为今年
10月30日。

关注打击诈骗宣传月

海南联通公司：

打击“电诈”见实效
涉案号码量下降至个位数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曾雪琼）6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联通公
司获悉，该公司高度重视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
作，层层压实“谁发展，谁负责”主体责任，深入
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今
年以来，海南联通涉案号码下降至个位数量，涉
案指标较去年同比显著下降，涉案电话量同比下
降78.18%。

为深化电信诈骗发现处置能力，该公司健全
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溯源协同工作机制，全
面构建形成“全网一体、协同联动、技管结合、精准
高效”的防范治理工作体系。

为从源头上把控新入网用户质量，该公司完
善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体系，强化新入网质量管控，
定期进行通报调度。

定安集中销毁
836套非法“小锅盖”

本报定城6月20日电 （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王兰兰）6月 20日，定安县综合执法局、旅文
局联合开展非法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集
中销毁活动。销毁现场，836套非法卫星广播
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经挖掘机反复碾压后成为碎
片。

非法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又被称为
“小锅盖”“小耳朵”，安装后易发生高空坠落和
雷电事故。有些“小锅盖”能接收到含有迷信、
反动、分裂、暴力、低俗等内容的节目，对青少
年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风险和危害。
因此，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电视地面
接收设施均属违法行为，执法部门依法会给予
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定安县综合执法局主要负责人表示，此次公
开集中销毁行动，有力地震慑了销售、安装和使用
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违法行为。

据悉，2021年以来，定安县综合执法局联合
旅文局已连续多次开展非法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
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共计出动执法人员200余
人次，对定安辖区内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宾馆
饭店、生产企业、家电市场、电器销售门店等检查
400余次。

海南调整完善部分来（返）琼人员疫情防控措施

非涉疫区人员不强制要求核酸阴性证明

浙江队力克广州城
取得赛季首胜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6月20日，2022赛季中超联赛
海口赛区第5轮两场比赛分别在海口
观澜湖足球基地和海口五源河体育场
战罢。最终，长春亚泰队0：0战平了
河南嵩山龙门队。浙江队4：2力克
广州城队，取得了本赛季中超第一场
胜利。

目前，河南队5战3胜2平，多赛
一场，领跑海口赛区积分榜。赛后，河
南队主帅哈维尔说：“我们上半场掌控
得不错，在进攻端创造了机会，没进球
很可惜。”

浙江队4：2力克广州城队。上半
场，浙江队3：0领先，其中程进打进一
球,外援弗兰克梅开二度。下半场浙
江队外援埃沃洛再进一球，继续扩大
比分。此后，广州城队的张功和李提
香连扳两球。

➡ 图为长春亚泰队球员和河南
嵩山龙门队球员在比赛中对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首次举办
皮艇球运动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2022海南（海口）皮艇球体验日
活动6月19日在海口西海岸假日海
滩举行，这是海南第一次举办皮艇球
运动。

当天上午，现场的沙滩互动游戏、
皮艇球体验和表演赛等活动，吸引众
多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参与者在专职
教练的指导下学习皮艇球的玩法和规
则，并下水体验。

海口市民符扬荃带着女儿来体验
皮艇球运动，玩得很开心。“我们都喜
欢体育运动，这次皮艇球体验加强了
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拉近了亲子距
离。”符扬荃说。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皮艇球，而
且还看了很精彩的表演赛，感觉这
项运动很有魅力。”北京师范大学海
口附属学校初一学生苗轩诚表示，
在比赛的时候，皮艇球除了展现个
人能力外，还考验着队伍的团队精
神。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曾兵介绍，皮
艇球集速度、力量、团队配合于一体，
要求同时具备皮艇的速度、激流回旋
的技巧、水球的控球与射门能力、篮球
的盯人与联防、足球的位置与攻守战
术等，是一项非常刺激且需高度团队
配合的运动。

曾兵说，海南四面环海、河流湖泊
众多，特别适合发展皮艇球运动，“我
们将大力推动皮艇球运动在海南的普
及和发展，让更多人了解并加入皮艇
球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