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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马珂）近日，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组织修订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以
下简称《方案》），统一使用高中低风
险区的概念，形成新的风险区划定及
管控方案。据此，我省最新入琼防控
措施如下：

根据《方案》，高风险区指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

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
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
居住小区（村）为单位划定，根据流调
研判结果可调整风险区域范围。中风
险区是指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停留和
活动一定时间，且可能具有疫情传播
风险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
中风险区，风险区域范围根据流调研
判结果划定。低风险区是指中、高风
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为

低风险区。根据新方案，暂无涉疫区
这一说法。

海南省全国风险管控地区分类和
防控措施（截至2022年 7月 4日 18
时）如下：

高风险区，对7天内有高风险区
旅居史的人员管控措施：采取7天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管理期限自离开风
险区域算起。在集中隔离第1、2、3、
5、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中风险区，对7天内有中风险区
旅居史的人员管控措施：采取7天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如不具备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条件，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算起；在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4、7天各开展
一次核酸检测。

低风险区：指中、高风险区所在
县（市、区、旗等）的其他地区。凡从
低风险区入琼的人员和7天（离开低
风险区之日算起）内有低风险区旅居
史的来琼返琼人员，凭48小时内 1
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办理登机（车、
船）手续；入琼后第3天开展1次核酸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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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7月2日22时起，将安徽省宿
州市，江苏省无锡市、徐州市泉山区等
地纳入低风险区管理，7日内有宿州
市、无锡市、徐州市（不仅泉山区）旅居
史人员，来琼需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
明入琼，入琼后落实三天两检（落地检
和第三天检测）。

所有风险地区来琼人员，务必第
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备，
并主动配合落实核酸检测等各项防
控措施。

“低风险区”重新定义 入琼防控措施更新

所有风险地区来琼人员务必报备 6名孩童海中游泳
临高消防员及时劝阻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逄宇）近日，临高
县消防救援大队调楼专职消防站消防救援人员在
渔港码头巡逻时发现6名孩童在渔港深水区游泳
嬉戏，立即喊话将6名孩童劝说上岸。

据了解，受台风“暹芭”影响，连日来，临高持
续有大雨并伴有大风，临高县消防救援大队派出
人员在新盈、调楼等地各渔港码头巡逻。事发当
日，调楼专职消防站巡逻队巡逻到黄龙港时，发现
有6名孩童在渔港深水区游泳嬉戏，周边没有大
人陪同，且当时的渔港深水区风大浪急。消防员
立即向水中孩童喊话，劝说他们立即上岸，随后，
6人陆续游回岸边。经询问，6名孩童年龄均在八
九岁，是渔港附近黄龙村的村民。在消防救援人
员耐心教育下，6名孩童保证不再下水。

消防部门提醒，暑期来临，天气炎热，溺水事
件多发，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野外水域游
泳或嬉戏。

本报海口7月5日讯 （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曹柳）海南日报记者7
月 5 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
悉，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海文北路以
西、白驹大道以南的海口市林昌学
校项目已完成可研批复，拟建设一
个6班幼儿园、34班小学和19班初
中的12年制学校。

据了解，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2

万平方米（约合63.33亩），总建筑面
积约5万平方米。项目内容主要包
括1栋小学教学综合楼、1栋中学教
学综合楼，以及1栋教师休息间和食
堂、1栋小学生午休楼、1栋中学生午
休楼、1栋体育中心和幼儿园大楼
（含服务用房）等。

建设内容为建筑主体土建及装
修工程，给排水、电气、空调、消防等

安装工程，以及室外水电、道路铺装、
绿化景观、室外运动场地、围墙等附
属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解决江东新区林昌
村、大昌村、美庄村及周边村庄的群众
子女教育问题，提升白驹大道东沿线片
区义务教育水平，完善该片区义务教育
资源配套，平衡高素质教育资源的供
给，助力江东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

省公安厅公开追查追缴王世开等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财产

本报讯（记者良子）7月4日，省公安厅发布
通告，公开追查追缴王世开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涉案房产、土地、林权。

据介绍，我省公安机关正在办理王世开等人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目前
正处在侦查阶段。为进一步深挖彻查王世开等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缴该组
织及其成员涉案财物，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犯罪的
经济基础，根据相关规定，省公安厅现对该案被查
封的房产、土地、林权进行公告。凡对上述被查封
的涉案财产有异议的请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
资料说明情况。

省公安厅强调，财产的相关人员务必自通告
公布之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
书面异议申请书及相应的证据材料，逾期自行承
担法律责任。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海南
省公安厅；

海南省定安县定
城镇旺安大酒店（见
龙大道和富民北路交
界路口处）。

联系人：陈警官，
18907639827；洪 警
官，19989101080。

问：家用轿车都是限乘5人，而后
排坐三人，有些车型中间位置没有安
全带的怎么办？

答：如果后排中间座确实没安装
安全带，而后排又坐了3人，中间座位
的没系安全带不予处罚，但要提醒：尽
量避免此种情形，尤其是乘车出远门。

问：刚出生的小宝宝，不方便坐儿
童安全座椅，怎么系安全带？

答：这种情况下，应由成年人抱着
小宝宝坐在后排座，成年人要系好安
全带。

问：公交车上的乘客需不需要系
安全带？公交车上没位置坐、站着的
乘客，又怎么办？

答：城市内公交车属于短途公共
交通工具，在特定区域行驶，行驶速度

普遍不快，允许站立，可以不用系安全
带，但要注意抓好拉环或扶手等。

问：后排乘车人员不系安全带，是
处罚乘车人还是驾驶人？

答：处罚行为当事人，也就是乘车
人。如果被查处后，交警会将处罚信
息录入违法处理系统，如当事人名下
有车或驾驶证，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网上处理，如果名下没有车或驾
驶证（没有注册交管“12123”APP），可
凭处罚决定书到交警窗口单位处理。

据省交警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汽车驾驶人
不系安全带的，记1分、罚50元；对乘
车人员（包括后排）不系安全带的，罚
50元；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
的，罚30元；对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
的，罚50元。

海南交警严查乘车人员不系安全带引关注

后排不系安全带，该罚谁？
海口江东新区拟新建一所12年制学校

扫码看涉案房产信息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近日，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部署各地公安交警部门，加大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引起广大关注。根据网友提出的热点问题，7月5日，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发布相关答疑。

7月 5日，在海南
省图书馆，不少读者前
来阅读“充电”。

随着大中小学陆
续放暑假，图书馆也迎
来“暑期档”，炎炎夏
日，学生们在图书馆畅
游书海，享受阅读带来
的快乐。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书香怡人

张连帅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依据《中
医药法》关于中西医并重的指导方针，我省各
级政府部门、各医疗机构积极推进中医药深度
参与新冠疫情防控。我省中医药参与救治患
者的比例达93%，有效发挥了中医药防治新冠
肺炎的独特作用。

我省主要做法体现在“五个全覆盖”——
防控工作对新冠疫情的预防、治疗、康复

全覆盖。成立省级中医药防治专家组，制定印
发《海南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建议方案》等
10个规范性文件，规范中医药临床救治、预防
和康复，发挥中医药防控疫情的独特作用。我
省还派中医师圆满完成援鄂、援沪和支援海外
任务。今年4月我省聚集性疫情发生期间，全
省为各隔离点、核酸采样点重点人群提供中药
预防汤剂81031份。

全省公立中医医院参与防控全覆盖。
全省17家公立中医医院全部设立预检分诊

点，持续组织专题培训、应急演练，织密防控
网底。

定点救治医院中医药参与救治全覆盖。
全省所有定点救治医院均建立并落实了中西
医联合会诊制度，坚持确诊患者一人一方。

省级中医药专家组巡诊全覆盖。西医、中
医第一时间同时介入救治，省级中医专家组对
所有定点救治机构巡查巡诊，推进各医疗机构
落实中西医并重的方针。

省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全覆盖。
陈少仕表示，我省将继续贯彻《中医药

法》，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施意见》和国家中医
药局省政府《海南省人民政府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促进中医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传承
创新发展合作协议》，对标省第八次党代会提
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岛要求，努力将我省打
造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窗口。

撰文/王可 王琳琳 绘东宁

我省中医药参与救治患者比例达93%C

省卫生健康委党委成员、副主任陈少仕介绍，我
省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精神。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了
《关于促进中医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传承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立足我省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由贸易港实际，制定了建设中
医药现代产业体系等27条实施意见。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实施意见》的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2021、
2022年度工作目标，将任务明确到各相关部门，确保
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得到落实。

建立紧密的局省合作机制。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和省政府前两次签订合作协议的基础上，2021年12月
15日签署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促进中医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传承创新发展合作协
议》，从体系建设、能力建设、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
和黎族医药发展五部分14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中医药
全面传承创新发展。建立中医药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经省政府同意，成立了27个厅级部门组成的联席会
议，联席会议在省政府领导下，统筹协调全省中医药相
关工作，对全省中医药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研究促进中
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协调解决中医药发展
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各市县均设置中医科或中医岗，
确保各项中医药政策能够落地生根。

我省不断完善中医药投入保障机制。目前仅在建
的省中医院、海口市中医院和三亚市中医院预算投入
已超过42亿元。2017年至2021年，省财政投入中医
药发展资金为 6140.8 万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为
16368万元。同时不断建立支持中医药发展的医保和
价格政策。从2020年1月1日起，结合取消医用耗材
加成，同步调整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59项，对18项中
医治未病服务价格实行自主定价和备案管理。将中医
诊疗项目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高了中药饮片、针
灸、推拿和拔罐等中医适宜技术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
比例。

不断完善中医药投入保障机制

陈少仕表示，实施“中医药健康促进”行
动，作为“健康海南”18个专项行动计划之一加
以推进，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海南”建设中
的特色和优势，将4项中医药指标作为“健康海
南”考核指标，其中“每千人口中医师数”连续
两年作为对市县党委和政府的综合考核指标，
取得了较大进展。

省中医药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张连帅介
绍，我省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支持下，省中医院、海口市中
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启动了全国中医药传承
创新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21亩的省中医院
江东新院区已启动试运行工作。省内唯一
没有中医院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院
建设项目已于 2019 年 9月 18 日正式开建。
全省所有公立中医类医院均进行改扩建或
异地重建，全省已实现县办中医院全覆盖的
目标。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我省现
有公立中医类医疗机构 17 家，其中三级甲
等中医院4家，二级甲等中医院8家，二甲以

上中医院占全省公立中医医院比例已经超
过 70%。国家或省级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
示范单位占比达40%。

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成效显著。重点支
持中医骨伤、中医妇科、中医康复、中医脑病、
针灸等具有中医优势的5个省级中医临床医学
中心。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13个，省级重点专
科48个。同时，我省积极争取建设国家中医区
域医疗中心。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网络进一
步完善。实施基层中医药能力提升工程，全省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站和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比例分别
达到100%、99.2%、97.7%和70.1%，改变了我
省基层中医药工作的落后状况。

中医药健康产业特色凸显。制定了《中医
药服务贸易服务规范》和《中医药健康旅游与
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建设规范》两项地方标准，
以此引导我省中药服务贸易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三亚市中医院成功创建全国中医药服务
出口基地。

全省已实现县办中医院全覆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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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实施5年

我省已实现县办中医院全覆盖目标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以
下简称《中医
药 法 》）于
2017 年 7 月
1日起开始施
行，自此中医
药发展有了
法律保障。

《中医药
法》颁布实施
5年来，我省
高度重视，积
极抓好贯彻
落实。省第
八次党代会
提出“实施中
医药振兴发
展工程，将我
省打造为中
医药走向世
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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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沙阜龙乡卫生院，中医全科医生陈文珍为村民针灸治疗。 方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