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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复信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

“中国角”师生，鼓励更多马耳他青少年
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在中马双方共同努
力下，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为增
进马耳他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促进
中马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中
国角”越办越好，欢迎师生们来华交流
学习。

习近平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

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蕴含的文化渊源。我们生活的世界历
史和现实交织、希望和挑战并存，人类
命运休戚与共，唯有守望相助、合作共
赢才能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为破解
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中
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广泛凝聚共识、汇
聚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
年，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不同历史、不同文

化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希望更多马耳
他师生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
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和人民友好的
传承者。

圣玛格丽特中学是马耳他一所综合
性公立学校，2010年在中方支持下创办

“中国角”。日前，该校“中国角”师生致
信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引用《礼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积
极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
路”倡议，祝福马中建交50周年，表示愿
为马中文化交流多做贡献。

习近平复信马耳他中学“中国角”师生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李国
利 邓孟）记者9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2个实验

舱段——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出厂前所有
研制工作，于近日运抵文昌航天发射
场。后续，梦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开展发

射场区各项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

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梦天实验舱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本报海口8月 9日讯 （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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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积极担当作为，加强
协调调度，全力以赴如期实现社会面清
零目标，夺取疫情防控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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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晓明强调，要加大协调调度力度，
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合理调配核酸检测、
医务人员等资源力量，以干部的担当作
为保障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三亚市要

切实做到“追阳”溯源必须日结日清、应
隔尽隔必须日结日清、阳性病例报告必
须日结日清、解决重大问题必须日结日
清。要紧盯社会面清零目标，坚持应检
尽检，全面细致做好核酸筛查工作，确保
检测数据准确可靠、结果报告出具及时、
检测环节不出风险。要全力以赴做好重
症患者救治工作，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全
力守住不死一人底线。要科学有序推进
旅客返程，做好旅客出岛安全研判和转
运过程管控，确保既满足旅客回家需求，
又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外溢。要尽力保证
货运通畅和运输安全，实现防疫物资和
生活物资应运尽运、能运则运，保证极端
天气期间物资供应充足。要关心满腔热
情支持海南抗疫的省外医护工作者，及

时解决困难问题，全力保障好他们的工
作生活。

冯飞要求，要聚焦8月12日前实现
社会面清零目标，千方百计攻克核酸检
测质量关，实现“日检日清”，提高“追
阳”效率。要适时公布工作进度，争取
社会各界配合。要狠抓政策落实，坚决
堵住漏洞，进一步充实调度力量，加大
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储备，提高转运
能力。要把疏解游客作为近期工作重
点，确保游客分批顺利返程，且不发生
疫情外溢。要专题研究民生保障问题，
确保群众生活不受影响。要进一步配
强医疗救治力量，加强方舱医院和集中
隔离点巡查，确保病例得到及时有效救
治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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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担当作为 加强协调调度
确保疫情防控取得最终胜利

冯飞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王贺胜到会指导

本报那大8月9日电（记者陈蔚
林）8月8日，儋州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会议，听取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徐启方出席会议，并到
儋州市流调中心、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调研流调溯源
等工作情况。 下转A02版▶

徐启方在儋州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

以快制快阻断疫情传播
争取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本报海口 8月 9 日讯 （记 者 刘
操）8 月 8 日，省政协疫情防控专题
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精

神，对省政协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
署。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
讲话。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召开省政协疫情防控专题会议指出

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
统筹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三亚8月9日电（见习记者黎
鹏 记者李磊）8月9日，省长、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
冯飞在三亚以视频会议方式先后主持召
开多场省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和调度会
议，研究部署核酸采送检报流程优化工
作，调度三亚隔离点和方舱医院建设、民
生保障等工作，并对陵水疫情防控具体
工作进行调度。

在研究部署优化核酸采送检报流程
相关工作时，冯飞指出，要坚持问题导
向，找准当前核酸采送检报流程中的“卡
脖子”问题，对症下药，确保问题及时解
决。要强化组织调度，切实利用好现有
核酸检测力量，精细化合理分配核酸检
测时间，推动“采、送、检、报”各环节流程
不断优化，确保核酸检测力量使用效率
最大化。要提升“追阳”效率，完善组织

机制，压实市县主体责任，切实发挥好核
酸检测专班作用，并强化省级统筹调度
机制、基层社会动员机制、督察机制，推
动工作实化、具体化、量化，全力提升核
酸检测质量和效率，确保实现日检日清
目标。

省领导周红波、陆志远、王路、倪强，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分别以视频连线方
式参加上述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专题会和调度会

调度部署核酸采送检报流程优化等工作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孙慧 实
习生张紫旖）8月9日10时，南海热带低压
加强为今年第7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
计将于8月10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至广东
西部一带沿海登陆。8月9日18时，省防
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将防汛防风Ⅳ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Ⅲ级应急响应。

根据气象预报，今年第7号台风“木

兰”（热带风暴级），8月9日15时中心位
于距离西沙永兴岛北偏东方向约105公
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
级（18米/秒）。预计该台风将以每小时
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转西北方向
移动，强度缓慢加强，预计于8月10日
在海南岛东北部至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
陆（8级至9级，热带风暴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要继续做
好船只安全管理和琼州海峡停航通航工
作；热带气旋影响期间，海南岛将出现短
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天气，给疫情防控
工作带来不利影响，需提前做好应对措
施；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强降雨，相关单
位需做好水库安全巡查、城市积涝和地
质灾害防范工作。（相关报道见A02版）

台风“木兰”预计今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至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

我省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马珂）
为保障因新冠肺炎疫情滞留人员安全、
有序返程，统筹好滞留人员的返程需求，
8月9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发布《关于滞留海南旅客离岛返
程有关事宜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对符合条件的滞留旅客于8月9日起分
类分批安排返程，同时在8月10日6时
起开放海南健康码离岛申请入口。

《公告》指出，符合下列条件的滞留
旅客可进行离岛申请，并分类分批安排
返程：

无疫的市县（区），滞留人员所在旅

行团队或入住酒店近7天内没有阳性感
染者；或近3天内未出现发热、干咳、嗅
觉丧失、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的散客，可
凭登机（船）前48小时2次（每天1次）核
酸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返程。

低风险区，滞留人员所在旅行团队
或入住酒店7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或
近3天内未出现发热、干咳、嗅觉丧失、
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的散客，可凭登机
（船）前72小时3次（每天1次）核酸阴性
证明、健康码绿码返程。

中高风险区，经过疫情防控降为低
风险区后，执行低风险区规定。

8月10日6时起，滞留人员可在海南
健康码首页点击“离琼申请”，分步完成通
信行程卡核验、填报个人信息、当前所在
市县、离岛目的地、拟离岛日期、拟离岛方
式、拟离岛口岸等信息后，即可提交申请。

完成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省有关
部门及市县政府将按照分类施策、分批
转运、安全有序、严防外溢的原则，统筹
安排旅客有序离岛。

《公告》还明确，在自愿基础上，优先
安排具有医疗需要的旅客、老人、儿童、
孕妇等特殊人群及其陪护人员返程。

下转A05版▶

符合条件的滞留海南旅客分类分批安排返程

今日6时起海南健康码开放离岛申请

本报三亚8月 9日电 （记者李艳
玫）8月9日16时28分，第一批125名
滞留三亚旅客乘坐飞机返回西安。当
天，共有4趟航班相继飞往西安、成都和
上海，共有551名旅客返程。

8月9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滞留海南旅客离
岛返程有关事宜的公告》。三亚迅速行
动，成立旅客返程服务专班，制定转运具
体实施方案，按照分类施策、分批转运、

安全有序、严防外溢原则，对滞留旅客感
染传播风险进行评估研判，对符合防疫
条件的滞留旅客有序安排返程。

“对离岛返程旅客，三亚统一安排将
旅客从滞留地点闭环送至机场等地点，由
民航等部门安排运力保障返程，并由目的
地政府负责对返程人员实施‘点对点’闭
环接回。”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离岛返程前，机场、铁路、港航管理
部门将严格验核返程旅客健康码、核酸

检测结果、防疫行程卡。无法通过手机
验核行程卡的老人、小孩，经专家评估符
合要求方可离岛。

返程目的地政府将根据当地疫情防
控规定，负责“点对点”接回、返程人员健
康管理和健康监测。返程人员到达目的
地后，须第一时间向当地报告，严格遵守
属地防控要求。符合返程条件的滞留旅
客返程前要主动与目的地社区和单位对
接，了解当地防控具体要求。

滞留三亚旅客开始有序离岛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马珂）
8月9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四十三场）。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9日12时，我省本
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99例，其中
确诊病例1314例，无症状感染者585例。

据悉，8月9日0时—12时，全省共
报告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40例，其
中确诊病例32例（三亚市10例、乐东黎
族自治县7例、东方市4例、儋州市2例、

万宁市2例、海口市2例、陵水黎族自治
县2例、临高县2例、澄迈县1例）、无症
状感染者8例（万宁市3例、三亚市2例、
陵水黎族自治县2例、澄迈县1例）。

截至9日12时，我省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阳性感染者1899例，其中确诊病例
1314例（三亚市1045例、儋州市80例、
陵水黎族自治县50例、东方市30例、临
高县25例、万宁市25例、乐东黎族自治
县21例、海口市15例、澄迈县12例、琼

海市6例、五指山市3例、定安县1例、昌
江黎族自治县1例）、无症状感染者585
例（三亚市513例、陵水黎族自治县36
例、儋州市12例、琼海市8例、万宁市8
例、乐东黎族自治县3例、五指山市2
例，澄迈县、临高县、定安县各1例）。

截至8月9日7时，我省发生疫情的
地区共划定公布高风险区268个、中风
险区167个。 下转A05版▶

（相关报道见A03—A05版）

截至9日12时，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99例

仍需警惕社区传播风险

《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海南省应急客运车辆通行证》

线上线下办理指南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袁国华

71年前，一粒为农服务的“种子”在
琼北破土而出，探索起支农支小的成长
之路；15年前，作为全国最后一家改革
的省级联社，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以下简称海南农信）挂牌成立，开始了
强筋壮骨的蜕变……

以“农”为本天地宽。海南农信的成

长发展历程，深刻地诠释其以农为根、以
信为本的内涵。这些年来，海南农信扎
根守土，用心贴心的服务、手拉手的承
诺，与海南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因农而生、因农而兴、为农而强。目
前，海南农信在全省范围内建有468家
网点、762个村级金融服务站和2836个
便民服务点，总资产超过3200亿元，是
全省资产规模最大、存贷款余额最高、机

构网点最多、金融服务面最广、从业人员
最多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党建共建
引领发展有推力

如何发挥“1+1＞2”的效应？近年来，
海南农信用一个个深入基层的党组织，一
个个服务周到的金融“据点”，给出了“党
建共建+”的新解法。 下转A02版▶

扎根守土驻天涯 情系“三农”怀绿梦
——探寻海南农信支农支小的金融服务“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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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省运会
延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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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晚，滞留三亚旅客乘坐大巴车准备前往机场。当天共有551名旅客分四批离岛。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