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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马
珂）8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
闻发布会（第四十六场）上获悉，截至
12日6时，我省已安排包机34架次，
共计保障滞留旅客返程5437人，目
的地省市包含陕西、上海、四川、湖
南、广东、江苏、湖北、浙江、山东。其
中8月11日三亚15架次2621人、海
口5架次660人，共计保障滞留旅客
返程3281人。

返程旅客均实行闭环
管理、核酸检测等措施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副厅长汪黎明介绍，所有返程旅客均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实行闭环管
理、核酸检测等措施。其余经风险评
估可离岛的滞留旅客正在有序安排。

汪黎明提醒，拟离岛旅客请及时
登录海南健康码首页点击“离琼申
请”，填报个人信息。通过审核的旅
客信息，省大数据局将推送给各市
县。请旅客积极配合属地政府做好
信息确认和细化，以方便安排部署交
通转运工作。

乘坐属地政府统一安排的车辆
闭环至机场的过程中，请做好个人防
护。同时配合工作人员验核健康码、
行程码以及72小时3次或48小时2
次（每天1次）核酸阴性证明。

海口12345热线平台
设置滞留旅客服务专席

海口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障
滞留旅客返程。海口市委常委、秘书
长伍振湘介绍，为做好滞留旅客的服
务保障工作，海口市自8月8日8时
30分起，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
置滞留旅客服务专席，提供咨询，接
受投诉，滞留旅客专席保持24小时
开通。

另外，根据海口市旅文局和海口
酒店协会联合倡议，在部分酒店优惠
基础之上，8月12日起至8月20日，
在目前房价优惠条件上，对滞留旅客

提供进一步的优惠，预估将有超过
150家酒店执行优惠响应。

海口市全力保障有序
组织包机离岛

伍振湘介绍，对在海南健康码首
页提交“离琼申请”并通过审核的旅
客，海口市会进行梳理，通过省指挥部
将名单推送给目的地指挥部，如果目
的地指挥部同意接收旅客，会及时致
电愿意离岛的旅客，并联系航空公司
售票。在此过程中，会优先安排具有
医疗需要、老年人、儿童、孕妇等特殊
人群。这里面需要乘机返程的旅客特
别多，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各地的防控

政策不一样，需要通过省指挥部协调
目的地指挥部，来明确目的地的防控
政策。因此在此过程中，一些包机计
划会受目的地防控政策调整的影响，
海口市会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协调目的
地，努力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地安排旅客尽快离岛返程。

同时为了保证旅客在往返机场
过程中的闭环管理，海口市统筹了
60辆大巴车，对于符合返程条件的
旅客，会逐家酒店进行上门接送，统
一运送到机场，确保过程的闭环管
理。在机场设置了专门的绿色通道，
有专门的值机柜台和专门服务人员，
尽量缩短旅客的值机安检的时间，确
保大家能够安全、有序地登机。

截至8月12日6时

我省已安排5437名滞留旅客返程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8月12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滞留旅
客从港口码头火车站离岛的通告。
通告表示，自驾游旅客、其他旅客未
按照统一安排自行前往海口市港口
码头、火车站，其所提交的健康监测
证明无效，还需继续在海口市指定的
健康管理驿站健康监测3天后凭健
康监测证明统一返程。

根据通告，阳性感染者、密切接
触者和密接的密接、滞留在中高风
险区的旅客，暂不返程。海口市自
驾游旅客及其他旅客离岛需提前3
天入住海口指定的健康管理驿站，
开展健康监测。未出现发热、干咳、
嗅觉丧失、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的，
每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自驾游旅
客凭健康监测证明由市交通部门统
一组织从健康管理驿站点对点闭环

前往港口返程；其他旅客凭健康监
测证明由市交通部门安排专车“点
对点”闭环转运至港口或火车站返
程。无疫情市县、其他低风险市县
自驾游旅客及其他旅客离岛需提前
3天入住所在市县指定的健康管理
驿站，开展健康监测。未出现发热、
干咳、嗅觉丧失、肌肉酸痛等临床症
状的，每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自驾
游旅客凭健康监测证明由当前所在

市县统一组织从健康管理驿站“点
对点”闭环前往港口返程；其他旅客
凭健康监测证明由当前所在市县安
排专车“点对点”闭环转运至港口或
火车站返程。中高风险区域，经过
疫情防控降为低风险区后，按照上
述规定执行。

通告表示，其他市县组织自驾游
旅客、其他旅客集中前往海口港口码
头、火车站需提前与海口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对接，由海口市统筹安排确认
后，方可组织前往。

旅客集中健康管理期间，费用自
理，该指挥部将协调酒店提供优惠价
格。离岛旅客在离岛返程过程中，要
全程按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回到目的
地后，第一时间向当地报告，严格遵
守属地防控要求。

根据通告，健康驿站预约系统预
计13日上线运行。

海口发布关于滞留旅客从港口码头火车站离岛的通告

自驾游旅客离岛需提前3天入住健康管理驿站

■ 本报记者 马珂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我们带着报恩

的心来支援海南抗疫，和你重聚抗疫
战场！”

这是8月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中
医院院长吴波和老朋友湖北省荆州市
援海南核酸采集医疗队领队李军的一
段微信对话。

2020年，湖北疫情告急，海南共
派出7批865人医疗队支援湖北。如
今，海南疫情持续，湖北1500余名医
护人员来琼驰援。2年前曾在抗疫战
场上并肩作战的琼鄂两地医护人员，
此刻再次携手战疫。

8月6日，荆州市卫生健康委健康
办主任李军接到命令，紧急抽调该市
203名核酸采样人员随湖北省援琼医
疗队出发驰援海南疫情防控。

“海南发生疫情以来，我一直都
在关注海南的疫情动态，很揪心。”
李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20年，
海南援鄂医疗队的主战场在我们

荆州。那时候我们在一起不分昼
夜抗击疫情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李军说道。

8月7日下午，湖北省荆州市援海
南核酸采集医疗队按照安排集结于陵
水，负责核酸采样工作。

“陵水！”李军得知要支援陵水，第
一时间发微信问候了曾在海南援鄂医
疗队里一起奋战过的老朋友吴波，也
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段对话。

“我们荆州医疗队里有四分之一
的人曾在抗疫中认识海南的医护朋
友，203人全部吃到了当年海南支援
给我们的瓜果蔬菜！”李军说为了防止
交叉感染，他给队伍制定了严明的纪
律，在抗疫期间不可以私自离队见朋
友。“虽然大家都很期待重聚，但此刻
这里是战场，与疫情作战才是首要任
务。”李军说，目前医疗队203人每天
都要完成约6万人次核酸采集任务。
他和吴波也只是在开疫情工作会议时
挥手致意。

李军介绍，工作压力大，队员们
每天工作后衣服几乎都湿透，加之

荆州医疗队部分队员出现了过敏等
身体不适症状。“我和队员们说过，
身体不舒服可以申请休息，可是我
们的队员没有一个要休息，都坚持
在一线！”

李军说，在陵水他们被照顾得很
好，陵水酸粉、文昌鸡都供应上了，后
来得知他们喜辣，居住地又改变了“菜
风”，做了不少辣菜，这让队员们觉得
很暖心。

“这是我第一次来海南，没想到是
以这样一种方式。但我相信，海南疫
情会很快好转起来。等疫情结束，希
望我们的队员能早日和海南的医护朋
友们重聚，两地间的情谊会更加深
厚！”李军说道。

“疫情结束，我们好好聚聚！”“感
谢你们千里驰援！”“你们要保护好自
己！”……

有一句话，一直留存在湖北省荆
州市援海南核酸采集医疗队队员和海
南援鄂医疗队队员的微信聊天记录
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琼鄂两地医护人员在海南抗疫战场重逢，再次并肩投入作战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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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姚皓）8月12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的微信公众号“海南疫情防控”上线第六天，粉丝
量突破百万、各类推文总阅读量达四百余万，作为
疫情期间海南省权威信息发布的平台，较好实现
了疫情、舆情、社情“三情”联动，获得了市民游客
的广泛关注。

据统计，“海南疫情防控”微信公众号自8月7
日正式上线至8月12日19时，粉丝量共计103万
人，期间共发布微信推文252篇，通过专栏滚动发
布疫情动态178条，总阅读量达到421.6万。

截至目前，该公众号共收到网友留言10821
条，主要包括滞留旅客离琼申请咨询、市民疫情
防控政策咨询等。其中，已向12345平台转办游
客和市民的诉求类信息607条，主要包括就医需
求、困难求助、离岛申请后续处理等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群众的咨询通过微信公众号得到
及时回复，诉求得以及时转办，受到了市民游客
的广泛好评。

令人暖心的是，除了相关咨询外，不少网友在
微信公众号留下了祝福语录，网友“李绪艺”写道：

“海南加油”，网友“三思而后行”写道：“愿所有人
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网友“宏瑜”写道：“在此
给海南及全国各地支援海南疫情防控的工作者致
以崇高的敬意！”网友“怀抱依旧温馨”写道：“海
南，一个有温度有态度有责任有担当的省份，爱惨
了我的小岛。海南加油！”……一条条简单的留言
也鼓舞了在琼市民游客、广大防疫工作者面对疫
情的信心与决心。

据了解，“海南疫情防控”微信公众号主要发
布海南各市县疫情信息、防控措施、个人防护、辟
谣信息等内容，共设置疫情信息、服务信息、健康
科普等3大栏目，其中包括海南疫情数据、三亚疫
情发布、疫情防控发布会、各市县疫情动态、各地
防控政策、海南发热门诊、封控期间交通食宿等
10多个小栏目，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海南各个
市县的疫情动态、物资保障信息，以及防疫政策的
调整普及、防疫健康科普等服务类信息，实现“一
个平台，多方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市民群众关注的健
康码查询、核酸采样点查询、核酸上门预约、同行
密接查询、风险地区查询、防疫贴士等内容，该微
信公众号也可一键查询。

“海南疫情防控”微信公众号
上线6日粉丝量破百万

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场所建设规范
为隔离人员安全入住提供有力保障
◀上接A01版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省六运会运动员村、融
创森海国际项目、中南智慧城、世博大厦等储备隔
离点，详细了解相关点位的结构布局、设置配备、
容纳能力等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

调研组要求，儋州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切实解决思想上
松劲懈怠、行动上犹豫迟缓等问题，不断强化责任
意识、风险意识、紧迫意识，提升组织协调能力，有
效破解检、收、隔、治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要严格落实集中隔离
场所建设规范，确保安全达标、配置规范、随时可
用，为隔离人员安全入住提供有力保障。

调研组还深入海南大学儋州校区调研督导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

强化督查问责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水平
◀上接A01版

会上，全省23个疫情防控督查组负责人就各
市县社会面管控、隔离转运、核酸检测、医疗救治、
游客安置服务等工作督查情况进行汇报并提出意
见建议。省政协赴三亚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汇报相
关工作情况。

毛万春指出，当前，海南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各疫情防控督查组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
更强烈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从严从实抓好各
项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要进一步
明确任务、真抓实干，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海南工作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开展好督查
工作。要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通过多频次、不间断的督导检查，动态梳理
薄弱环节和盲点断点，确保及时查漏补短。要紧
盯排查管控工作落实情况，查找个性共性问题，
探究问题成因，强化督查问责，提升疫情防控能
力和水平。要坚持强化督查问题整改意识，重点
对上一次督查的问题进行再督查，确保各项防疫
举措落实到位。

省政协副主席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马
林、蒙晓灵、侯茂丰，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8月11日12时—8月12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7

7

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4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三亚:

为滞留旅客
配送“爱心包”

近日，三亚市农投集
团工作人员在位于吉阳大
道58号的基地内分拣包
装“爱心包”。据悉，“爱心
包”内物资包括水果、方便
面、火腿肠、面包、牛奶
等。这些“爱心包”将被配
送至滞留三亚的旅客手
中，覆盖126家酒店。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