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6日以来
我省基本完成全岛

开展 1次的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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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调整疫情期间
核酸采样亭服务点及服务时间

黄码人员核酸采样
可去这些点位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记者习霁鸿）8月 9
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告，对疫情期间核酸采样亭服务点及服务时间进
行调整。采样点服务时间调整为9：00至20：00。

采样对象包括：近期有涉疫地区旅居史的人
员，凭行程码采样；健康码为黄码的人员，凭健康
码采样；纳入《海口市重点人群核酸监测系统》管
理的人员，由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全员核酸检测信
息采集平台》中的“日常核酸采集”模块扫健康码
或身份证确认后采样；其他收到市、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短信，需核酸采样人员；其他愿检尽检人群。

所有“黄码”人员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由
现场工作人员根据实
际情况，单独通道进
行采样。采样亭核酸
检测结果报告约需
10小时以上，急需检
测结果的建议到有关
医院进行采样。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开饭啦！”8月9日中午，收到微
信群里民宿老板发出的信息后，王杨
和家人来到民宿餐厅。豆皮炒肉、清
炒土豆丝、青菜……看着有别于几天
前的菜品，王杨感到格外暖心，“民宿
老板太贴心了！”

王杨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游客，8
月1日，她带着6岁的儿子和婆婆到
三亚旅游，入住吉阳区博后村沐光
鹿隐民宿。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一家人的行程。在博后村，
还有400多名和王杨一样的游客滞
留在此。

“行程被打乱，起初我们都十分焦
虑、不安。”王杨说，但是这几日来的住
宿体验，让她感到安心。

民宿老板主动给了优惠的入住价
格、每天安排车辆统一接送客人做核
酸……对于这些暖心服务，王杨如数
家珍。

8月8日，王杨的儿子午睡醒后嚷
嚷着肚子饿，无奈之下，她只得找民宿
老板求助。

“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让他饿肚
子。”沐光鹿隐民宿负责人熊琬茹的母
亲主动“客串”大厨的角色，简单做了
些吃的。

“就像家人一样。”王杨这样形容

民宿客人与熊琬茹一家的关系，“这是
我第三次来三亚旅游，等到明年暑期，
我们还会再来！”

同样感受到浓浓暖意的，还有来
自四川的游客何晨阳。

“吃饭怎么解决？”得知三亚实行
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后，何晨阳不禁
开始忧虑，“毕竟还有3岁的女儿和2
名老人。”

博后村觅悦民宿店长小玲了解到
何晨阳的忧虑后，主动与村里营业中
的餐厅沟通，调整菜品口感，把每顿饭
菜送到何晨阳房间。

“排队做核酸时，村民看到我‘扶
老携幼’，主动让我们优先做。”何晨阳

坦言，滞留在村里的这些天，他们被温
暖和热情包围着。

民宿老板的贴心服务获得游客点
赞，村干部们迅速高效的防疫措施，也
让大家备感安心。

三亚本轮疫情发生后，博后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洪第一时
间想到的是：村民、游客的生活怎么
办？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志愿者支援。

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博后村迅速
组建了一支超百人的志愿服务队伍。

接下来几天，游客、村民们看到了
这些志愿者活跃的身影。消毒、组织
核酸检测、提供跑腿服务……哪里有
需要，博后村的志愿者就出现在哪里。

“前几天，我在网上点了一份水果
外卖，根据防疫要求，外卖员无法送进
村里。”何晨阳说，一名身着蓝马甲的
志愿者主动帮助她取回外卖，“他还留
下联系方式，让我有需要就随时联
系。”

类似的点滴小事，还有很多。游
客手机坏了，一名村民主动拿出了备
用机；有村民想外出，村干部和志愿者
耐心劝导……“你们辛苦了！”一名游
客看到苏少洪和同事们布满红血丝的
双眼，真挚地说。

本轮疫情期间，大家互相帮助着、
感动着，一股股暖意在这座小村庄里
涌动。 （本报三亚8月9日电）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民宿提供优惠续住服务，民宿老板下厨帮忙烧菜……

滞留游客：被温暖和热情包围着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8月8日下午，在海口市金碧文
华小区西侧核酸采样点位，趁着短暂
雨歇，范铭升和下一轮做核酸采样的
同事换了班。

这场雨，何时下的，几时停的？
面对海南日报记者的提问，他脱下防
护服，顺手拧了一把帽子上的汗，答
不上来。采样的队伍长得很，他根本
没留意那场雨，只顾着一个接一个地
采样。而且里面的洗手衣也被汗浸

透，更加分不清雨水和汗水。
“00后”范铭升是河南省胸科医

院麻醉科手术室护理人员，也是来
支援海南防疫工作的数千名医护人
员中的一个。这是他第一次来海
南。

从7日下午抵达海口，到来不及
休整就去点位开展核酸采样工作，再
到8日轮班工作一整天，这两天的海
南之行，对范铭升和同事们来说，是
忙得连轴转的两天。

又是一阵骤雨。

“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回碰上
台风天呢。”站在屋檐下，范铭升望向
外边，疲惫中带着些许兴奋，最后忍
不住用手机录起视频。“河南最近特
别热，干热干热的，跟海口不一样。”
他回过头，冲记者笑道。

在这个点位上，河南省胸科医院
安排了8名医护人员，因为担心不适
应南方天气，决定2小时一换。范铭
升主动申请第一轮上。

点位周边小区多，群众多，队伍
长得看不到尾，8个人的小分队光是

上午就采样超4000人次。记者下午
见到范铭升时，他已上场了3轮。

跟着范铭升回到社区安排的休
息处，记者注意到，桌上摆着一大筐
海南本地的特色饮品——老盐柠檬
水。

“第一回喝咸甜味的饮料，很特
别，也感受到了海南人民的热情。”范
铭升说。

另外几位河南“大白”也纷纷打
开了话匣子——

“社区人员保障得很到位，吃喝

都不用我们操心。”
“工作流程捋得很顺，很多工作

在前几步都做好了，特别高效。”
“群众看到防护服上写着‘河

南’，都向我们致谢，心里暖暖的。”
……

“总而言之就是，海南人民都对
我们很好。”河南省胸科医院内镜中
心护士长张丽平用一句话总结，“台
风来了，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并肩作
战，争取早日取得抗疫胜利。”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豫”你同行风雨中

我省统筹调配资源
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马珂）8月9日，
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第四十三场）召开，海南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
了社会各界所关切的各类问题。

会上，海南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亲波
介绍，南海的热带低压已于9日上午加强成为今
年的第七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9日夜间到
10日，海南岛将有较强风雨。户外防疫人员、道
路管控人员、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当雷电、暴雨预警信号生效时，应当及时进
入室内安全场所暂避。

海南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
医疗救治组副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
文秀介绍，此轮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省于8月6日
全面启动核酸检测工作。其中，8月6日检测313
万人，8月7日检测557万人，8月8日检测717万
人，基本完成全岛开展1次的全员核酸检测的任
务。下一步，我省将按照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省
和社会面清零的要求，紧急采购核酸检测物资，统
筹调配核酸检测资源，启动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为
疫情防控提供有效的保障。

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三防
办副主任陈武表示，本次台风影响期刚好是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防
风工作，全省三防指挥部统筹做好渔船、工程船的
防疫和防风安全管理，加快落实“船进港、人上岸”
和核酸检测工作，目前我省所有渔船都已经在安
全区域避风。结合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做好隐患
排查和人员转移安置，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到
安全区域，提前做好集中安置点的疫情防控和救
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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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首个方舱医院建成
首批1410张床位启用

本报那大8月9日电（见习记者曹马志）海
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政府获悉，8月9日，儋州首
个方舱医院建成，首批1410张床位启用。

据介绍，儋州方舱医院项目位于排浦镇滨海
大道，是儋州市政府部署建设的应急工程，总占地
面积2万平方米，共涉及6个方舱改造任务，布置
有护士站、治疗室、缓冲区、淋浴间、盥洗室、公共
卫生间、配电室等功能用房。一期建成后可提供
2050张床位，其中1410张床位在9日投入使用，
剩余640张床位计划在8月10日投入使用。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李梦楠

“回家喽，回家喽！”8月9日19
时30分，来自上海的游客潘胜杰一
家四口拖着行李箱，走出三亚艾迪
逊酒店，孩子又蹦又跳，兴奋地喊
着。

酒店门口，停着两辆大巴车，多
名工作人员拿着表格，一一检查登车
人员身份信息，核对核酸检测记录。

“这是今天离店返程的第三批游
客，上午我们送走了一批来自西安的
游客，下午送走了一批来自成都的游
客，现在这批游客来自上海。”一位工
作人员说，根据相关政策，返程游客
必须有8月6日、7日、8日连续三天
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为确保早日回家，我们昨天预
订了8月12日、13日、14日连续三天
的机票，没想到现在提前返程了。”潘
胜杰说，他们一家4口于7月31日来
到三亚，“三亚市的保障比我们预想
的好，感谢工作人员的付出，疫情过
去后，我们全家会再来三亚度假。”

游客陆续上车后，酒店工作人员
拿着面包等点心，上车分发给游客。

“考虑到客人回当地后还要隔
离，我们酒店还给每位游客准备了两
套洗浴用品，一套防疫包，里面有消
毒纸巾和口罩等防疫用品。”酒店一
位工作人员说。

20时30分，最后一辆大巴发车启
动时，一名游客高声喊道：“我会再来三
亚的！”现场工作人员列队挥手送别。

针对社会关注的滞留游客返程
问题，三亚成立游客返程服务专班，
按照“分类施策、分批转运、安全有
序、严防外溢”原则，对滞留游客感染
传播风险进行评估研判，安排符合防
疫条件的滞留游客有序返程。

21时31分，当日最后一辆载着
上海游客的大巴车停靠在三亚凤凰
机场T1航站楼2楼4号门前。随车
服务的志愿者率先下车，提醒大家拿
好行李、依次下车。

一位年轻的妈妈仔细查看女儿
戴的口罩后，走入机场值机，顺利通
过安检。

“虽然隔着口罩，但能感受到他
们的心情。”机场工作人员纪硕说，虽
然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但能不断听到
他们打电话向家人“报喜”的声音。

（本报三亚8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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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我会再来三亚的！”

8月10日，海口市交警支队灵山综合
服务中心车管、驾管、违法处理服务大厅
将暂停办理现场业务。如有业务需求的
车主或驾驶人，可选择交管“12123”线上
办理。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林馨）

8 月 9 日，海口市 14 家酒店为滞留
游客推出酒店优惠组合套餐。14 家酒
店分别为：红燕堂酒店、海口南海希尔顿
欢朋酒店、海口中银海航国商酒店、鑫源
温泉大酒店、海口美兰绿地铂骊 Q 酒
店、海口兴泰粤海酒店、皇马假日游艇度
假酒店、赛仑吉地大酒店、锦江之星品尚
海口国贸友谊阳光城店、太阳城大酒店、
海口金银岛大酒店、金莲花荷泰海景酒
店、海口宝发胜意酒店、海口万豪酒店。

（本报记者 邓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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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在三亚艾迪逊酒店，工作人员
为准备返程的旅客送上爱心餐。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8月9日下午，滞留三亚的旅客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办理乘机手续后踏上归途。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