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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昨日18时起，我省执行旅客离岛疫情防控措施

多省份核酸检测力量驰援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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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针对近期海南
疫情相关热点问题，有关部门进行
了解答。

我省发布旅客离岛
疫情防控措施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徐静东表示，
当前，三亚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发展，
为防止疫情外溢，确保旅客安全，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特制
定措施如下：

一、在海南的旅客，如为确诊病
例或感染者，或被判定为密接、密接
的密接，或在中高风险区的，严格按
照相关防控规定进行管控；

二、目前在三亚，或7月23日以
来有三亚旅行史的，暂不离岛，按地
区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后续
安排视三亚疫情防控情况确定；

三、7月23日以来无三亚旅行
史，目前在涉疫市县（区）且在管控区

域外的，72小时3次核酸检测阴性，
并完成风险排查后方可离岛；

四、7月23日以来无三亚旅行
史，目前在非涉疫市县（区），48小时
2次核酸检测阴性，并完成风险排查
后方可离岛。

海南本地居民非必要不离岛。
本措施自8月6日18时执行。

多省份派出核酸检测
力量援助海南

据悉，近期核酸检测人数激增，
不少市民反映检测结果出得慢。

徐静东表示，我省已向国家请求
支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派出
国家工作组支援海南，指导海南疫情
处置工作，也从其他兄弟省份调集了
成建制的核酸检测力量来援助海南，
今天陆续到位。

目前已落实的有：广东30万管、
四川20万管、江西5万管、上海20万
管、江苏20万管，分别于7日-9日放
在三亚、儋州、万宁、琼中、琼海和海
口等市县，有国家和其他省份的支

持，检测结果慢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其次，在国家支持的基础上，我

省也要求各市县优化采、送、检、报流
程，通过合理设置足够采样点、提前
规划各采样点和检测实验室匹配检
测任务、分区分时段采样、科学确定
行进路线，加强采样现场组织管理，
开设老幼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引导等
措施优化现场采样工作，提高采样效
率，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徐静东表示，希望大家理解和支
持现场采样工作，主动配合现场工作
人员的要求和安排。

12345热线开设黄码
转绿码快速通道

个别群众反映，按规定的次数做
了核酸检测且结果为阴性，但健康码
黄码却不能转绿码。海南省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中心一级调
研员符凤莲表示，经与有关部门了
解，一般情况下，只要做了规定的核
酸次数且结果为阴性的，健康码黄码
均能够自动转为绿码。但也有一些

特殊情况系统不能转绿码。针对这
种情况，省12345联动省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组、省大数据局、
各市县指挥部开设了健康码黄码转
绿码的快速通道。

具体办法是该类人群可直接拨
打12345热线，通过热线语音提示，
将需转绿码人员的身份证号+姓名，
以短信形式发至指定的电话号码，后
台将根据身份证号进行查询核对，对
符合条件人员直接转为绿码。对不
符合条件人员，将不符条件转绿码的
信息反馈至电话诉求人员。

海南12345热线全天候向社会
提供服务，除了拨打12345语音热线
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海南12345”微
信公众号、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互
动”频道反映诉求，将第一时间予以
协调解决。

“防疫三件套”要牢记

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
主任医师何滨介绍，海南本轮的疫情
是由奥密克戎BA.5.1.3变异株导致

的，该毒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隐匿
的特点，也是目前全球最受关注的变
异株。

何滨建议做好以下防护工作：
一是“防疫三件套”要牢记。奥

密克戎BA.5变异株的传播方式主要
还是飞沫传播，因此市民朋友仍然要
牢记（戴口罩、一米线 、个人卫生）和

“防护五还要”（口罩还要戴、社交距
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
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二是疫苗要尽快全程接种。研
究结果显示，疫苗接种仍能有效预防
BA.5感染后发生的危重症和死亡。

三是暂缓旅游外出。现在正值
暑假，许多家长朋友可能早已有了
外出旅游的计划，建议疫情期间暂
时不要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去有中
高风险区的省市旅游；如果有疫情
发生市县旅居史，请主动向社区居
委会报备，同时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和核酸检测。

四是减少聚集。喜事缓办、丧事
简办，聚餐集会不办，不参加群体性
聚集活动。

本报三亚8月6日电（记者李艳
玫）8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
卫健委获悉，目前该市共设立619个
采样点，每个采样点配备采样人员，
确保在4小时内完成一轮采样任务。

据介绍，三亚各区指导各村
（居）委会在启动应急预案后，5小
时内完成采样点的规范建设和启
用，在固定采样点的基础上，采取
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小区采样为
主，通过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
形式细化完善布局，方便市民采
样、提高采样效率。针对 60岁以
上老年人、孕妇、残障等弱势群体

设置绿色通道独立采样。
目前，三亚核酸检测机构有12

家，包括三亚中心医院、市人民医
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疾
控中心、三亚海关、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等，可以 24小时不间断
提供样本检测服务，日检测能力最
高可达 15万管，其余送外市县协
助样本检测。

为有效满足检测需求，三亚已
紧急筹建南繁基地实验室，8月6日
投入使用，日检能力为8万管。同时
已开始筹划建设气膜核酸检验室，
日检测能力可达10万管。

全力提高核酸采样效率

三亚设立619个采样点 本报三亚8月6日电（记者周
月光 李艳玫）当前，三亚“菜篮子”工
作有序开展，蔬菜供应充足，价格保
持稳定。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6日
从三亚市发改委（稳价办）获悉的。

据了解，为保障疫情期间“菜篮
子”稳定供应，三亚市启动“菜篮子”
平价网点保基本蔬菜应急投放，三
亚市发改委（稳价办）在每天发布的
调控价格基础上，22种保基本蔬菜
以低于调控价0.5元/斤敞开销售，

给平价网点0.5元/斤的差价奖励，
同时各平价专区还享受每斤0.1/元
的销量奖励。

8月5日20时，三亚市新鸿港农
产品批发市场调运岛外蔬菜25车，
共328吨。本地产蔬菜一级批发价
格（元/斤）：苦瓜3元、长豆角5元、韭
菜3.5元、冬瓜1.5元、菜心3.5元、空
心菜1.5元、西红柿5元、圆椒5元等。

监测数据显示，8月5日，三亚
22种保基本平价菜均价为3.15元/

斤，比当日农贸市场零售均价低
1.60元/斤。

又讯 为保证市民游客在静态
管理期间的生活需求，8月6日，三
亚成立生活物资保障专班，激活生
活物资应急保供机制，供应链企业
组织食品包统一配送到供应点，由
网格长、点长组织督促网格管理单
元内的物业管理者、保安、志愿者等
人员做好生活物资供应配送，将生
活物资配送上门。

三亚：“菜篮子”供应足价格稳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8月6日从海口市
菜篮子集团获悉，为进一步加强疫
情防控及保供稳价工作，该集团已
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配多方肉菜
物资和运力资源，储备约3000吨蔬
菜的同时加大市场平价菜供应量，
保障市民的“菜篮子”充足稳定。

据悉，为保障疫情期间运力调

配，各末端网点有菜可售，该集团已
组织车辆80辆24小时循环使用，并
协调各区政府报备车辆信息办理通
行证，确保车辆顺畅通行。同时，在
分拣、冷库装卸方面均已额外安排
人员确保各类菜品在相关流程上的
高效处理，保障蔬菜的正常分拣与
出入库。

在储备方面，海口市菜篮子集团

已紧急从岛外调运莲花白、大白菜、
胡萝卜、西红柿、黄瓜以及生菜、金丝
白、上海青、油麦菜、小黄白等需求量
较大的岛外菜；同时，对接省内海口
周边、文昌、澄迈、乐东、定安等市县
基地。截至8月5日，该集团储备库
存蔬菜约3000吨，品种有土豆、洋
葱、大白菜、胡萝卜、莲花白、白萝卜、
生菜、蒜苔、冬瓜、南瓜等25个品种。

海口：菜篮子集团储备约3000吨蔬菜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邱
江华 徐慧玲 通讯员张诗梦）8月6
日，共青团海南省委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专题部署会。海南日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当前我省已有1万余名青
年志愿者投身抗疫一线。

据了解，自新一轮疫情暴发以
来，各市（县）团委纷纷发布《倡议
书》《招募令》，储备疫情防控志愿者
2.3万余人。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共青团三亚
市委采取“团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
志愿者+社会力量志愿者”模式，完善
市、区、村（社区）三级联动防疫志愿
服务体系，形成“点单—派单—接单
—评单”志愿服务机制。全市机关企

事业单位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纷纷
主动报名，目前志愿者数量在源源不
断增加，积极投身抗疫一线。

据统计，截至8月6日，三亚组织
动员5200多名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工作，服务内容涵盖核酸检
测点位服务、派送“爱心包”、路口卡
点值守、搬运各类物资、转运核酸检
测样本、开展流调工作等领域，积极
对接一线抗疫需求，极大提高了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团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
要广泛动员团员青年、青年社会组
织、青年志愿者，就地成军，精准助
力疫情防控，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
大仗贡献青春力量。

全省1万余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抗疫一线

“青”尽全力 并肩战疫

本报椰林8月6日电（记者王
迎春 通讯员杨妹）“菜的种类比较丰
富，今天买的量，够我们一家五口吃
上两天了。”8月6日上午，陵水黎族
自治县椰林镇居民黄明仙来到小区
平价菜便民网点采购物资。该网点
门前，十余筐新鲜的蔬菜刚刚送到。

连日来，陵水有关部门立即启

动生活必需品应急预案，及时开展
市场监测分析，组织保供企业积极
加强货源调运，运用“定点投放”等
方式，全力以赴守好百姓“菜篮子”。

“为了做好疫情期间保供稳价工
作，我们菜篮子公司通过外购内采的
模式，先后在各大批发市场进行大批
量订购，同时协调全县常年蔬菜种植

基地进行抢收，截至6日共计储备约
40万斤蔬菜。”陵水菜篮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郑程程介绍。

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县应急管
理局获悉，本地农业生产和储备的
肉蛋菜能够充分满足全县正常消费
需求。目前，全县生活物资充足稳
定，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全国业余围棋双人
公开赛昌江落幕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3天对弈，2022“海南·棋子湾
杯”全国业余围棋双人公开赛8月5
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开元度假
村闭幕。公开组、中年组和男女混合
组决出了名次。

获得公开组前4名的分别是建邺
棋牌协会队的张广/赵炎、汕头棋院&傅
爷带飞队的李煜培/傅彧、勇往直前队
的王佳悦/陈扬、深圳源昊队的杨靖源/
吴昊。获得中年组前4名的分别是六
安队的冯波/袁逸非、欢乐队的莫云虎/
胡子真、坎济豹猫队的刘正伟/陈鹏、广
州飨铛铛队的叶子良/毛仲方；获得男
女混合组前4名的分别是养生选手队
刘清泉/彭乐怡、四川省围棋协会代表
队的杜雪雯/彭潇然、超越梦想队的王
艺卓/吴一博、江南灵溪队的陈晨/张捷。

本次比赛吸引了国内70多支队
伍200余人参赛。比赛期间，特邀围
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罗洗河和当地
的围棋小棋手互动。

过去几年，昌江在开展围棋进校
园及深耕围棋文化在全县推广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此外，为了满足围棋爱
好者需求，昌江在文化旅游上下足功
夫，打造“棋子湾围棋赛事”精品品牌，
打造棋子湾围棋旅游公园、全国围棋
之乡以及系列赛事等。

定安开展防汛综合应急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定城8月6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陈
春羽）8月5日，定安县组织开展2022年防汛综合应
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锤炼队伍防风防汛综合救援
能力，检验三防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及可操作性。

活动现场，演练模拟定安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信息，全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为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定安县三防指挥部立即开展防汛
防风工作部署，针对雨情信息启动应对机制，紧急
转移低洼群众，利用无人机搜救、孤岛营救、水上
搜救营救被困群众。

据悉，演练设置了南渡江抢险、供水管道爆管
抢修、水上救援、人员转移、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群
众安置、物资发放等科目，整个演练过程井然有序、
安全高效，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分工明确、密切配
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高了定安
防汛应急救援能力以及各部门联合作战能力。

陵水：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8月5日，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2号场举行的2022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十一轮比
赛中，浙江队以2比0战胜深圳队。图为双方队员在激烈拼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澄迈出台措施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个人买新能源汽车
最高奖6000元/辆

本报讯（记者高懿）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澄迈
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
该部门已印发《澄迈县2022年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奖励措施》，个人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可望获奖励。

据了解，可领取此次奖励的新能源汽车须为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在
本省购买（购买日期以发票为准）的车辆，并在
2023年1月15日之前完成在澄迈县初次注册登
记且未超出奖励总量控制范围的新能源汽车新车
适用该措施。

万宁面向全国
引进8名优秀校长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7月底，万宁市政府印
发实施《万宁市2022年面向全国引进8名中小学
优秀校长工作方案》，以安家费30万元、年度考核
奖励补贴、校长可以提名副校长人选，组建校级领
导班子、服务期6年等待遇和条件面向全国为万
宁市8所中小学竞聘引进8名优秀校长。网上报
名工作8月4日已开启，11日下午6时结束。

根据方案，万宁市提供的8名正职校长的岗
位是中学3名，分别为市民族中学（完全中学）、万
城镇中学（初级中学）、新中中学（初级中学，计划
调整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2名，
分别为市思源学校和东兴学校；小学3名，分别为
万城小学、大茂镇中心学校、礼纪镇中心学校。

引进的条件包括要求竞聘人中具有10年以
上的相关学段的教育教学工作经历，且在相关学
段从事正职校长管理5年以上，近3年仍承担校
长管理工作，同时在担任校长期间，需要被地市级
以上组织、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评为名
校长、骨干校长、优秀校长或相应荣誉，或任职学
校被评为地市级以上规范化学校、一级学校或同
层次学校；或有担任地市级以上卓越校长工作室
主持人的相关资历。

临高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见成效

本报临城8月6日电（见习记者李豌）“现在
社会治安比以前好太多了，街面上很多警察巡逻，
晚上一个人回家不会害怕了！”近日，居住在临高
县澜江华府小区的叶女士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据悉，自今年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以来，临高公安局针对夏季治安特点和辖区社
会面防控形势，按照“1、3、5”快速反应机制，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构筑点、线、面相连，全方位、全天
候、动态型的网格化巡逻防控体系，最大限度将警
力摆上街面，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整治社会治安问题。

自6月22日起至今，临高全县破案52起，抓
获58人；受理并查处治安案件227起，抓获170
人。同时，清查行动共出动警力1759人次，设立
综合查缉、巡查管控、交通整治等卡点81个，检查
车辆4513辆次，盘查人员4728人，巡查重点场所
和部位548个，设宣防点69个，受教育群众8672
人次，抓获现行违法犯罪13人，查获枪支2支，管
制刀具2把。

临高公安局“百日行动”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临高警方将进一步优化工作举措，形
成合力，织密治安巡防网，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保供稳价保供稳价

对 单 位 或 企 业
名义购买的新能源

汽车，且在澄迈县完成
初次注册登记上牌

的，每辆车奖励
3000元

对澄迈县外户籍
的个人购买的新能

源汽车，且在澄迈县完
成初次注册登记上牌

的 ，每 辆 奖 励
3000元

对本县户籍或在
本县工作且缴纳社保

满一年的个人购买的新能
源汽车，且在澄迈县完成
初次注册登记上牌的，每

辆奖励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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