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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
约记者王江顺）8月6日，省委书记、省委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
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
好各项准备，摒弃侥幸心理，保持战时状
态、决战姿态，细而又细、实而又实，落实
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第九版防控方
案要求，全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

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省领导毛万
春、徐启方等参加会议。国家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到会
指导。

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面临疫情防
控的严峻考验，要落实好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要求，坚持以快制快，强化疫情应
对组织体系，省领导要按照职责分工，直
插一线、靠前指挥，各个专班要处理好与
三亚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应帮尽帮。
要严格管控人员外流，确保不外溢一
人。要全面落实疫情发生地的人员管
控，按照风险等级，从严从紧加强社区管
控。要强化“三公（工）”协作，优化协调
机制，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要提
升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快速
开展全员核酸筛查，缩短“追阳”时间，尽
快把隐匿风险捞干筛净。要全力做好集
中隔离和医疗救治工作，统筹全省隔离
点和方舱医院，分级分类安置就诊。要
齐心协力扛起防外溢政治责任，强化外
溢人员风险排查，对有重点涉疫区旅居

史人员采取“三天两检”措施，及时准确
报送和共享信息，第一时间通报人员流
入地，坚决防范疫情扩散。要堵住境外
输入风险源头，把好入琼“关口”，做到返
港渔民“七天五检”。要做好支援海南疫
情防控队伍的衔接工作，为支援队伍提
供良好的服务保障。

会议强调，要以满腔热情和严谨细致
的工作态度，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工
作和群众工作，加强舆情监测引导，深入
细致做好市民游客的思想工作，耐心细心
做好服务，最大限度争取理解和配合。要
做好医院防护工作，严防医护人员感染，
确保群众正常看病就医需求不受影响。
要坚持全省统筹，做好人员和物资保障，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

以战时状态 决战姿态
全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

冯飞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王贺胜到会指导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6日，省委书记、省
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
在海口市调研防止疫情外溢工作，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细致、实事
求是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决守好离岛
关口，尽快阻断疫情扩散，守护好群众
安全健康。

沈晓明先后来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和秀英港，实地调研机场、港口等离岛关

口防外溢措施落实、滞留旅客疏导和进
岛物资保障等工作情况。

沈晓明指出，防扩散、防外溢是当前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机场、港口等离岛
关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充分发挥
岛屿地理优势，严格落实健康码、行程
码、核酸检测证明查验等工作，深入细致
排查隐患漏洞，严防疫情扩散外溢。要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坚持实事求是，避免

“一刀切”，及时回应旅客关切，为旅客出

行提供暖心服务。要提高核酸检测效
率，把握好政策发布实施节点，不断提高
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预见
性。要全力以赴做好物资保障，坚持人
货分流，保障物流畅通，确保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三亚市要严格落实临时
静态管理措施，加强社会面管控，确保不
漏一人。

省领导罗增斌、巴特尔、倪强参加调
研。

沈晓明在海口调研防止疫情外溢工作时强调

坚决守好离岛关口 尽快阻断疫情扩散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肖真华）省财政厅8月6日提供
的信息显示，我省严格落实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暨“四个不摘”政策要求，优
化财政资金和政策“双供给”，助力守牢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自2022年4
月份起实行衔接资金（原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每半月通报约谈制度以来，截至今
年7月底，全省（含市县）共安排衔接资
金41.9亿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突出“一个加强”。省财政克服财政
收支矛盾突出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全力
加强资金投入保障。2022年安排衔接
资金34.7亿元，同比增加1.1亿元，增长

3.2%，在保持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总体
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同时，支持5个脱贫县按照“按需而整”

“应整尽整”的原则，开展涉农资金整合
试点，构建“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投入机制。
2022年，5个脱贫县计划整合涉农资金
12.4亿元，确保整合资金规模与巩固脱
贫成果任务相适应。

坚持“三个优先”。针对过渡期面
临的新情况、新要求，省财政厅印发《关
于加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
用管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衔接
资金支持政策，合理把控轻重缓急，聚
焦瞄准“靶心”“焦点”，确保衔接资金精

准投入、精准使用。一是优先支持产业
发展。明确年度中央、省和市县三级衔
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项目的比例不低
于50%并逐年稳步提高，更多依靠发展
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截至目前，三级
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规模为24亿
元，占比57.3%。二是优先支持监测对象
和脱贫户增收。要求产业项目应通过方
案、协议等形式，明确土地流转、就业务
工、带动生产、帮助产销对接、资产入股、
收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严格落实产
业项目联农带农富农政策要求，避免简
单入股分红，确保群众充分受益，并向
监测对象和脱贫户倾斜，不断缩小不同
人群发展差距。 下转A04版▶

我省优化财政资金和政策“双供给”，今年已安排衔接资金
41.9亿元助力乡村振兴

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本报海口8月 6日讯（记者刘操）
8 月4日下午，省政协在海口召开贯彻
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进展情况

“回头看”（以下简称“回头看”）与委员联
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专题汇报会。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政协办公厅、省政协各专
委会主要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紧扣

“回头看”与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两
项工作，紧密结合各自岗位职责和工

作实际，深入汇报了联系各市县政协
开展相关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并提出
意见建议。

毛万春指出，对政协来讲，“回头看”
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开展“回头看”是
要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更好地谋划下一
步工作。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继续认真
开展“回头看”，深化认识，查找不足，明
确努力方向，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下转A02版▶

省政协召开“回头看”与委员联系
服务界别群众工作专题汇报会

毛万春主持并讲话

8月6日19时许，161名广东医疗队员搭乘中国南方航空航班平安抵达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驰援三亚疫情防控。

据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派出国家工作组支援海南，并调集广东、上海、四川、江
苏、江西等省份派出核酸检测力量来援助海南。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璐 图/文

有你们！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马珂 郭
畅）8月6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四十场）。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8月1日至8
月 6日 12时，海南本轮疫情累计报告
525例确诊病例，其中三亚市455例、儋
州市21例、东方市16例、陵水黎族自治
县11例、临高县9例、万宁市5例、乐东
黎族自治县4例、五指山市2例、海口市
1例、澄迈县1例；无症状感染者121例，
其中三亚市103例、陵水黎族自治县11
例、乐东黎族自治县2例、琼海市2例、
儋州市、万宁市、临高县各1例。8月5

日以来新增的感染者数持续增加，疫情
呈快速上升态势，新增2个市县（澄迈
县、万宁市）报告感染者，疫情波及范围
进一步扩大，防控形势严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支援海南队伍已陆续抵达

8月 5日，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派出工作组指导海南疫情防控，并
与我省召开见面会。国家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及国
家工作组其他成员分别与省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和三亚市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视频连线，就我省下一步防控工
作提出了八点建议。根据国家工作组
建议，三亚市自8月6日6时全市实行
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除保障社会基
本运行服务、疫情防控和紧急特殊情
况外，全市范围限制人员流动，暂停城
市公共交通。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继续统筹
三亚及全省各市县从快从严从紧开展
疫情处置工作，要求各级指挥部要从
思想上、行动上做好打硬仗、打大仗的
准备。 下转A04版▶

8月1日至8月6日12时全省累计报告525例确诊病例

海南将开展全省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
军 通讯员符润彩）洋浦行政审批局日前
给海南星光化工有限公司的全降解塑料
产业链项目（一期）开出首张《儋州市投
资项目应急环保“四评合一”事项告知
单》，标志着儋州市投资项目应急环保

“四评合一”试点改革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按照以往工作要求，企业在

申请办理环评、能评、安评、排污许可4
项行政许可业务时，只能按照行政审批

事项办理要求跑不同的部门，需要181
个工作日才能办结。

为有效解决建设项目评估评审过程
中存在的耗时长、环节多、盖章多等突出
问题，儋州以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
务效能为目标，在全省率先实行“四评合
一”，改“分步串联审批”为“同步并联审
批”，让“多条线”汇聚为“一条线”，助力
企业项目落地提速增效。儋州启动“四
评合一”工作模式后，改变了以前企业

“多头报审”“多方跑路”的状况，企业只
需要提交一套材料，相关部门组织一次
评审，集中一次批复，最快31个工作日
即可完成这4项业务审批。

据介绍，儋州投资项目应急环保
实施“四评合一”事项主要包括：权限
内固定资产节能评估和审查、权限内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权限内
建设项目排污许可、权限内安全评估
审查。 下转A02版▶

儋州市在全省率先实行投资项目应急环保“四评合一”

审批并联 办事省心

本报三亚8月6日电（记者李磊 见
习记者黎鹏）8月6日，省长、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
飞在三亚先后主持召开三场指挥部视频
会议，研究部署做好打疫情防控大仗的
各项准备、加快“追阳”速度、做好三亚滞
留游客服务、推进三亚市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等工作。

上午举行的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

听取我省疫情研判情况的汇报，就做
好打疫情防控大仗的各项准备工作进
行部署。冯飞指出，全省各级要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
优化完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以三亚
为主战场，以打大仗的标准和要求全
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要将核酸
检测作为重点工作，围绕重点地区、重
点人群，尽最大力度开展全岛核酸检

测，特别是三亚要做到应检尽检，做到
不漏一人、日检日清。要不遗余力防
止疫情扩散外溢，严格落实社会面管
控措施，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
要做好打大仗的思想准备、人员准备、
能力准备，加强方舱医院建设和物资
储备，备足隔离场所，提升集中隔离管
控能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
硬仗。 下转A02版▶

冯飞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视频会议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打疫情防控大仗的各项准备

8月6日，国道G360文临公路项目定安段美玉互通，工人正在进行沥青、碎石
底基层等铺筑施工。目前，该项目定安至澄迈段路基、桥梁工程已完工。

该项目作为海南“丰”字型公路网中的第一横，途经文昌、海口、定安、澄迈和临
高，全长121.88公里，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渝 摄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A05版）

文临公路加快施工
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海南金融机构加强政
策保障，创新金融产品，打
通对接渠道

打好纾困“组合拳”
助力企业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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