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
措施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习霁
鸿）8月7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表
示自8月7日18时起，在海南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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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7天有三亚及其他涉疫市县

（区）旅居史的，暂不允许离岛。在
严格做好健康管理的前提下，自即
日起完成7天风险排查（即7天内第
一、二、三、五、七天核酸检测阴性）

后，经评估符合要求的方可离岛。
无三亚及其他涉疫市县（区）旅

居史，或三亚及其他涉疫市县（区）
旅居史超过7天的，48小时内2次核
酸检测阴性，并完成风险排查后方
可离岛。

对拟离岛人员，机场、铁路、港
航管理部门要严格验核其防疫行程
卡。无法通过手机验核行程卡的老
人、小孩，各单位应在查验时提供手
工登记渠道，便捷老人、小孩等人群
便利通行。

海口发布关于加强离岛人员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近7天有三亚等市县旅居史人员暂不离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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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招第三批
投档分数线分批公布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实习
生丁馨）海南日报记者8月7日从省考试局获悉，
2022年海南省中等学校招生第三批投档分数线
于即日起分批公布。

8月7日公布的学校中，海口市第二中学分
数线为：681分（海口市）、736分（海口市学籍、
外市户籍）；海口市长流中学分数线为：632分
（海口市）、717分（海口市学籍、外市户籍）；海
口市海港学校分数线为：668分（海口市）、733
分（海口市学籍、外市户籍）；海口市琼山华侨
中学分数线为：704分（海口市）、750分（海口
市学籍、外市户籍）；海口市灵山中学分数线
为：641分（海口市）、718分（海口市学籍、外市
户籍）。

其他市县相关学校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局网
站查看。

万宁：

推出“信用+免审”服务
个人诚信积分“一举多得”

本报讯（见习记者颜天斌 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陈心华）“没想到现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这么
方便，短短10分钟就可以拿到证，真的是太惊喜
了！”近日，在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工作人
员的指引下，林女士用手机登录海易办APP，点
击“我的”—“金椰分”专区，选择“信易批”，通过亮
码（金椰分二维码），就享受到了信用秒批，当场领
取了食品经营许可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以信用
为基础的营商环境，万宁市以“能力提升建设
年”为抓手，推行多项“信用+政务服务”激励服
务，将海南省金椰分嵌入行政审批服务流程，在
个人诚信金椰分平台开发在线核验功能，对分数
高的个人在办理各项政务服务业务时享受“信
用+免审”“信用+秒批”“信用+容缺受理”“信
用+告知承诺制”“信用+多审合一”“信用+绿色
通道”等信用激励措施，褒奖诚信守法市场主
体，加快准入即准营。

据悉，万宁市结合全市个人在海南省个人诚
信积分“金椰分”分布情况，实施分级分类提供特
色服务。若企业或个人诚信金椰分低于1000分，
则无法享受“信用+”服务，只能走正常通道并按
正常程序办理审批流程。“信用+免审”的推行，使
市场主体准入时限整体缩减90%以上，大幅缩短
审批时间，提升了审批效率。

临高：

群众办事“少跑腿”
证照送达“免费邮”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豌 通讯员吴晶）近日，
临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临高县分公司，为企业、自然人提供办实事证照
邮寄费免费的寄递服务，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临高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获悉的。

据悉，该项服务自7月14日起实施，进一步
整合资源，以“全程网办+快递送达”模式，邮政企
业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窗口统一收件，实现当天
邮件，当天寄递，积极推进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
审批”，将群众办事取证由“上门取”变为“送上
门”，实现了办事不用跑、审批不见面。

同时，采用线上线下办理模式。凡在临高
县行政审批服务互联网平台上申办事项且线上
选择邮政寄递服务的，由系统将寄件信息推送
至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邮政企业到政务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统一取件，实现当天邮件，当天
寄递；企业及个人在临高县政务服务中心各窗
口线下提交材料办理审批事项时，由窗口工作
人员告知其可享受免费邮寄、快速送达服务，引
导申请人登录网站进行线上申报，选择邮政寄
递送达方式。

海口市政协原主席、离休干部林栋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5日13时08
分在海口逝世，享年102岁。

林栋，男，汉族，海南海口人，1942年5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琼山县演丰乡抗日民主政府保长、
青抗会副主任、副乡长、区财经事务员、演丰
乡民主政府乡长，琼山县第三区民主政府区
长（任区长期间奉命渡过琼州海峡送情报并
协助解放军先锋营渡琼）；解放后历任琼山县
税务局局长、海口市税务局副局长、工商局局
长、商业局局长、财贸办公室主任、财贸部部
长、海口市副市长、计委主任、海口市委统战
部长，海口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1986年7月离休，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
遇。

林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8
月9日9时在海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行。

家 属 联 系 人 ：林 书 昌 ，联 系 电 话 ：
13907533494。

市政协联系人：程先生，联系电话：
13558787126。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22年8月5日

林栋同志逝世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
江楠批发市场获悉，由于疫情防控
期间保障叠加热带低气压影响，海
口市菜篮子江楠批发市场正加大物
资调运和储备力度，未来3日每日到
货数量将达2000吨以上，保障省内
果蔬供应充足稳定。

按照气象部门预计，受热带低
压影响，8月8日至10日期间，琼州
海峡可能停航，加之疫情期间保供

需求，该市场正在严格落实防疫要
求的基础上全力加强防疫物资储
备，要求广大经营户抓紧时间调运，
确保市场供给充足，价格稳定，努力
做好特殊时期的保供稳价工作。

目前，菜篮子江楠市场每天岛外
菜销量在2000至2200吨左右，较此
前日均1800余吨的销量有所上涨。
随着需求不断增大，为确保批发市场
货源充足，市场积极协调多方货源全
力保障货源充足，每天可供销量在

3500吨左右。海口市菜篮子江楠批
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8日该
市场计划来货量约2200吨至2500
吨，9日、10日计划来货量约2000吨
至2500吨；针对土豆、洋葱、胡萝卜
等可以短期存放的日常所需菜品，比
平时增加30%的货量，以满足居民特
殊时期增长的消费需求。

据了解，该市场还积极对接海南
各市县居民需求，与三亚、万宁、屯
昌、文昌、临高等市县达成合作，为相

关市县提供保供平价蔬菜套餐。为
防范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散布涨价
信息等违法情况发生，市场方面已要
求经营户明码标价，提醒督促经营户
在疫情期间要严格遵守物价相关法
规及政策。

省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8
月7日，海南市场秩序良好，重要民生
商品供应稳定，重点监测的22种蔬菜
均价为3.12元/斤，新冠肺炎疫情相关
防护用品供应与价格总体平稳。

海口菜篮子江楠市场：

每日到货数量将达2000吨以上

个别酒店先提价再打折？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表示——

如属实，一定会退回多收房款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马

珂）针对近日网上游客反映的个别
酒店先提价再打折的情况，我省相
关部门已派出专人赴现场调查协
调。8月7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
四十一场）。会上，相关部门解答了
我省对滞留在三亚酒店和机场游客
采取的措施等热点问题。

据了解，三亚对已接待滞留游客
入住的酒店，8月6日起7天内统一按
原入住价格的五折续住，续住费用由
入住游客承担。如游客选择不再续
住原入住酒店，由其从所在区域酒店
（公布不同类型酒店）名单内自行选

择，新入住酒店的游客，按携程官网
公布的最低价格基础上给予半价优
惠。更换酒店游客的转运工作由交
通部门负责调度车辆保障。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以下
简称省旅文厅）副厅长刘成表示，这两
天网上有游客反映，个别酒店不按相
关措施执行，有先提价再打折的情况，
相关部门已派出专人赴现场调查协
调。如确实发生多收房款现象，一定
会给游客退回。目前，除原有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渠道外，三亚等
各市县均已开通了服务专线等。同时
省旅文厅也在加强对广大游客通过网
络反映情况的搜集，并建立反映问题

台账制度，采取销号管理，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切实保证广大游客切身
利益。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在会上了
解到，省旅文厅与三亚、陵水等涉疫
市县旅文部门建立省市联络机制，
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况，及时对全
省旅文系统和旅文行业的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部署，及时妥善统筹处置
滞留旅客的各类诉求。

省旅文厅每日掌握全省滞留游
客人数，指导三亚、陵水等涉疫情市
县旅文部门做好滞留游客住宿安置
工作。绝对不允许驱赶客人，对已
退房客人造成滞留的，为其重新办

理入住，并要求各酒店及时向游客
做好解释安抚工作，全力做好接待
服务保障。

省旅文厅指导全省各市县旅文
部门及时启动旅游住宿业退订专班
工作机制，做好滞留游客情绪安抚
和退房、退门票等工作。目前，全省
各市县旅文部门已启动退订专班，
启动退订专线电话，简化退订流程，
提高退款效率，维护广大游客权益。

在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副局长罗钰表示，在严格做好
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同时，各
医疗机构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做好疫情期

间医疗服务保障。特别要做好急危
重症、肾功能衰竭、肿瘤、孕产妇和
新生儿等群体的诊疗需求保障，不
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诊或延误治
疗。医疗机构要制定针对上述重点
科室封管控状态下在院内另一备用
区域立即开启相应医疗服务的应急
预案。在采取封管控措施后，迅速启
动应急机制，全力保障急诊、透析室、
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分娩室等重点
科室医疗服务连续性，确保急危重症
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各市县已指定
一家综合性医院为“红黄码医院”，要
充分发挥其效能，全力保障红码和黄
码人员正常医疗服务需求。

本报三亚8月7日电（记者李
梦楠 良子 通讯员陈俊锐）“怎么
办，我的孩子现在没有奶粉喝，饿得
直哭。”近日，一名嗷嗷待哺的婴儿
因疫情“断粮”，其母亲在电话中着
急地向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保港
派出所求助，崖州分局保港派出所
民警闻讯驱车5公里为3个月大婴

儿送“粮”上门。
8月2日21时40分许，崖州分局

保港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铃声突然
响起，一名年轻母亲在电话中着急地
说孩子现在没有奶粉喝，保港派出所
民警徐明阳立即询问情况。原来，家
住崖州区临高村的陈女士3个月大
孩子的奶粉已喝完，因疫情防控无法

外出购买，附近的商铺已停止营业，
好不容易在网上购买了奶粉但商家
却因疫情原因无法送货。

得知情况，徐明阳边安抚陈女
士情绪，边根据其提供的商家地址，
带领辅警陈毓优驱车5公里到崖城
镇上拿到了奶粉，又马不停蹄地赶
到陈女士家中，将奶粉交到陈女士

手里。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要是没有

你们帮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
们真是人民的好警察，等疫情过后，
我带孩子登门道谢。”陈女士拿到奶
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徐明阳笑着说，挥手示意后，便返回
岗位继续执勤。

婴儿“断粮”急坏妈妈

三亚民警化身外卖小哥送奶粉上门

团省委号召：

全省各级团组织等
投身抗疫一线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邱
江华 通讯员张诗梦）8月6日，共青
团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青年联合
会、海南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海南省
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组委会办公
室、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发
布倡议书，号召全省各级团组织、广
大团员青年、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
号集体到抗疫一线服务。

倡议书号召，有关组织、集体等
要扛起青春担当，严格履行疫情防控
责任和义务，全力配合流调工作，如
实报告相关旅居史和接触史，主动接
受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区
域静态管控等安排；要切实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自觉遵守各项规定。

倡议书号召，具备一定防疫志
愿服务经验或具备相关专业能力
的，可以就近就便到本辖区青年突
击队报到点报到，积极参加本地团
组织或青年志
愿者协会的防
疫志愿服务，做
到科学有序参
与，筑牢安全防
线。青年突击
队报到点联系
方式可通过扫
描二维码获悉。

8月7日11时13分，搭载着130名湖南医疗队员的航班平安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支援三亚疫情防控。

当天，506名湖南医疗队员陆续抵琼，稍作休整后将投入到核酸采样工作。
图/文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璐

扫码看疫情防控
期间，乘坐公交注意
事项。

湖南援琼医疗队抵达三亚

看点

扫码看青年
突击队报到点联
系方式。

保供
稳价

暖心
故事

多个防疫主题融媒体产品推出

牢记防疫知识
传递暖心话语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张
琬茜）高温天气如何科学防疫？乘
坐公交车如何做好疫情防护？三
亚滞留旅客都有哪些真实心声？8
月7日，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接连
推出多个防疫主题融媒体产品，内
容包括科普防疫知识、传递疫情一
线心声等。

其中，创意海报《高温天气如何
防疫？十问十答来帮你！》从高温天
气入手，与防疫知识相结合，精选10
个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温防疫
问题进行解答，十分应景；MG动画
《疫情防控期间乘坐公交，这些内容
你要懂》从上车前防护、扫描地点
码，乘车时保持“一米线”、下车后注
重消毒等方面，全方位向读者科普
乘坐公交车时该如何正确防疫。

此外，为及时、权威向网友报
道三亚疫情相关情况，呼吁广大网
友不信谣不传谣，海南日报新媒
体在海量网络视频素材中甄选
出权威内容，进一步处理加工，
多平台发布三亚滞留旅客心声等，
回应网友
关注的热
点问题，截
至8月7日
23 时 ，该
系列视频
总点击量
超1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