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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月13日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
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对他们继续发挥

“中国好人”榜样作用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长年在山

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
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体
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
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
绩。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
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
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
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008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网

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至今
已发布“中国好人榜”150 期，共有
16228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李培
生、胡晓春在黄山风景区分别从事环卫
保洁和迎客松守护工作，2012 年和

2021年先后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
人”。近日，李培生、胡晓春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工作情况和心得体会，
表达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
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强调

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李培生、胡晓春同志：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你们长年在

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
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分
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
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
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
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
和热。

习近平
2022年8月13日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回 信

本报那大8月 14日电（记者陈蔚
林）8月13日晚，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徐启方在儋州市随机抽查督导部分
卡点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

作人员时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优化卡
口设置，扎紧扎牢“防输入、防扩散、防
外溢”的口子。

下转A02版▶

徐启方在儋州市随机抽查督导部分卡点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关心关爱一线人员
扎紧扎牢“防输入、防扩散、防外溢”口子

本报三亚8月 14日电（记者陈蔚
林 黎鹏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在三亚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并召开海南省重点市县疫情防控
调度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定信心、持续奋战，刻不容缓、以快制快，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

孙春兰来到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三
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三亚市流调中心，详
细了解渔港渔市渔民防控管理、方舱医
院规划建设、疫情流调溯源等情况。她
指出，要加强核酸检测，做到早预防、早
发现、早处置，加强防疫宣传教育，增强

渔民防护意识。加快方舱医院和集中隔
离点建设储备，科学合理设置床位，强化
防院感措施，提高感染者、密接人员转运
效率和方舱医院利用率，加强施工人员
闭环管理。强化信息系统建设，充分发
挥“三公（工）”协同作用，精准快速开展
流调溯源，摸清疫情传播轨迹和链条，实
现第一时间转运、第一时间管控。孙春
兰看望慰问基层一线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叮嘱大家做好个人防护，齐心协力、
提高效率，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

孙春兰在海南省重点市县疫情防控
调度会上强调，当前海南疫情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与病毒正处于对垒胶着状态，
要抓快速转运，进一步强化扁平化指挥

体系，一竿子插到底，充分发挥网格员等
基层工作人员作用，高效开展核酸检测，
推动“四应四尽”“日结日清”要求落实到
位。要抓规范管理，严控潜在风险点，及
时消除风险隐患，继续加强社区管控，切
实保障居民生活需求，争取群众理解支
持，形成防疫合力，争创无疫社区。要抓
现场流调，通过面对面流调溯源，科学判
定密接和风险人员，尽快切断传染源。
要抓工作落实，对照各项防控要求，加快
补齐短板，整改突出问题，采取更加坚决
果断的措施，确保重点市县疫情规模尽
快得到有效控制。要加强沟通协调，在
安全稳妥的前提下，抓紧安排符合条件
的滞留旅客离岛返程。

省委书记沈晓明参加有关活动。

孙春兰在三亚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坚定信心 持续奋战 以快制快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

■ 海报平

眼下，海南疫情依然严峻，正是检验
战斗力、执行力的紧要关头。同心战

“疫”，时不我待！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
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坚持以扛的意志、
实的作风、快的方法，刻不容缓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以快制快尽早扑灭疫情。

在前一阶段不懈努力和各方驰援
下，我省的核酸检测速度、追阳速度、诊
断收治速度、密接等风险人员管控率等
均比疫情初期大幅度提升，社会面感染
者占比下降，社会面清零取得重大进展，
部分新冠肺炎病例治愈出院，各地物资
供应充足，滞留旅客逐步安排返程……

这些利好因素为抗疫注入了信心和力
量。不过，当前疫情仍处于胶着对垒、相
持拉锯阶段，防控任务依然艰巨。越是
艰难越向前，我们要提振精神，保持定
力，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弦，增强扛的意
志，毫不松劲，上下同心，前后协同，狠抓
落实，坚决阻断疫情传播，争取在与病毒
的“拔河”中赢得胜利。

同疫情较量，不仅要有扛的意志，还
要有实的作风。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
任何一个岗位的懈怠、一个环节的失守，
都会带来严重后果。疾风知劲草，烈火
炼真金。我们要把此次疫情防控当成试
金石，锤炼“硬”的作风，磨炼“实”的品
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列出清单、挂图作战，做到
任务到岗、责任到人，以责任促落实、保
成效，确保各项措施全面覆盖、不留空
白；尤其要合理调配核酸采样检测力量，
继续压实集中隔离点和高风险地区管控
责任，确保捞干筛净社会面传播风险。

疫情防控，关键要落在“快”上。与
病毒赛跑，就是与时间竞速，发现越早，
处置越快，越能赢得主动。以快制快，考
验的是执行效率、协同效率。以快的方
法抓落实，就要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强
化资源统筹调配，加快方舱医院建设，提
高核酸检测和流调溯源效率，及时转送
阳性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要严格加强
社区管控，充实社区防控力量，切实保障
好居民基本生活和正常就医需求等，切
实做到核酸检测要快、流调溯源要快、社
区管控要快，各类资源调配和民生保障
措施快速落实落细，以快制快“跑赢”病
毒、遏制蔓延。

抗疫重在落实，坚持就是胜利。疫
情防控不仅是意志的较量，还是行动力、
执行力的比拼。只要我们保持定力、科
学应对，深刻把握疫情传播规律，严格落
实各项决策部署，坚定信心，众志成城，
快而有序，同心战“疫”，就一定能够尽快
遏制疫情蔓延，早日赢得胜利。

坚定意志从实从快抓落实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刘操）
8月13日，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在
海口召开，会议传达省委书记、省委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在三亚

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万宁市调研督导疫
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对各疫情防
控督查组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协主席毛
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指出

从严从实强化督查
对失责失职渎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马珂）
8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我
省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滞留旅客返
程工作。目前，已完成与滞留旅客返程
目的地省份城市工作对接，保障滞留旅
客快速安全有序返回。

8月13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下发通知，要求各省

区市坚决落实全国抗疫一盘棋部署，加强
与海南省衔接和配合，接收符合返程标准
的滞留旅客，不得层层加码，不得拒收或
限额接收，确保滞留旅客顺利返程。

此外，海南省逐步完善飞机、火车、
轮船等离岛旅客返程交通方式。8月
12日，完善滞留旅客经港口返程防控
措施要求，滞留在无疫情市县和低风险
区旅客，提前3天入住指定的集中健康

管理驿站，开展健康监测，凭健康监测
证明“点对点”闭环转运至港口返程。8
月13日起，全面恢复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国内客运航班常态化运行。8月14
日下午，三亚市发布《关于做好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离岛人员服务保障工作的
通告》，明确自8月15日零时起，有序
恢复凤凰国际机场国内客运航班商业
化运行， 下转A03版▶

我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滞留旅客安全有序返程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马珂）
8月14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四十九场）。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8月1日至
13日，海南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
染者7736例。

8月13日，海南省报告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494例（含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病例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46例。
8月1日至13日，海南省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阳性感染者7736例，其中确诊病例
3809例、无症状感染者3927例。

三亚市疫情处于高位平台波动期，
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儋州、陵水、
东方、临高、万宁、乐东6个市县处于疫
情发展期，出现社区传播。海口、五指
山、澄迈、琼海、定安、昌江6个市县处
于疫情散发期，有零星散发病例。文
昌、三沙、屯昌、琼中、保亭、白沙6个市
县无疫情。

围绕发现、转运社会面阳性病例，
我省落实“四应四尽”和四个“日清日
结”，采取临时性静态管理等措施，统筹
开展全域核酸检测。并进一步强化核
酸检测各环节衔接，大幅度缩短检测时
间，较好地提升了核酸检测质效，有效
地加快了“追阳”步伐。8月13日，全省
核酸检测947.8万人，基本上在规定时
间内出结果。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2—A06版）

8月1日至13日，我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7736例

三亚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8月14日，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该市组织24名医护人员乘船到港口附近
海域，有序为暂时生活在渔船上的837名渔民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白马井：

核酸检测 服务到船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李磊）
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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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三
亚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就三亚市开展
疫情防控决战决胜大会战“十大专项行
动”进行部署。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要求，进一步强化扁平化指挥体系，我
省决定通过集中办公、混编分组、共同
会商等方式，实现三亚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海南工作组、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
三合一，并开展三亚市疫情防控决战
决胜大会战“十大专项行动”，全力落

实“四应四尽”“日结日清”要求，推动
三亚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明显阶段性
成效。

“十大专项行动”包括：堡垒攻坚行
动、核酸检测敲门提速行动、追阳提速行
动、阳性密接清零行动、流调提速提质行
动、隔离点加固行动、高风险区严防行
动、方舱建设挑灯行动、隔离点扩能行
动、群众服务上门行动。

冯飞指出，在三亚市开展疫情防
控决战决胜大会战“十大专项行动”，
是向此轮疫情发起的一场新的战役，
要怀着必胜的信心，进一步鼓足干劲，
深入开展“十大专项行动”，奋力赢取

大会战的胜利。要科学把握疫情传播
规律，紧盯社区等重点场所，压实责
任、细化分工，坚持严管严控不放松，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围绕既定
目标，细化任务、强化措施，有序统筹
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不折不扣做到

“四应四尽”“日结日清”。要紧盯关键
节点和薄弱环节，充实工作力量，加快
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建设储备。要
加强统筹调配，继续举全省之力支持
三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省领导周红波、王路，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参加三亚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

部署三亚疫情防控决战决胜大会战“十大专项行动”

本报三亚8月 14日电（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14日，省委书
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
晓明主持召开重点市县疫情防控调度
会，强调相关市县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
责任，紧盯突出问题，严格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切实做到“四应四尽”“日结日清”，
以快制快尽早扑灭疫情。毛万春、徐启
方等省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深入研判儋州、万宁、东方、乐
东、临高、陵水等重点市县疫情形势，盘
点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突出问题，逐

一部署针对性措施。
会议强调，三亚市和6个疫情发展

较快的市县是全省疫情防控的关键变量
和重中之重，已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
要统筹调度核酸检测力量，根据疫情等
级安排检测次序，不断提高检测效率和
质量，全面开展“敲门行动”，确保应检尽
检、不漏一人。要坚持以快制快，全面提
高流调追阳效率，快速、准确判定和管控
密接、次密接人员，加强隔离点和方舱医
院储备，强化协调调度，尽最大努力做到
应转尽转快转。要做好建筑工地等人员

密集场所防控工作，加强中高风险区域
管控，严防发生社区传播。要加强跨线
桥、环岛高速公路等临时性道路交通管
控，遏制疫情向无疫区扩散蔓延。要强
化省级统筹，配齐配强院感防控和卫生
监督队伍力量，保障隔离点安全。

会议要求，要完善用好现有工作机
制，倾斜防疫资源，配齐工作力量，成立
巡回指导组，加强专业指导，压实重点市
县扁平化高效指挥体系，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高疫情防控能力
水平。

沈晓明主持召开重点市县疫情防控调度会强调

紧盯突出问题 落实防控举措
以快制快尽早扑灭疫情

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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