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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曹马志

8月13日下午，当渔港最后一
批751箱渔获被转移到冷库里，儋
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蒙小明长舒
了一口气。过去十几个日夜，他经
历了一场全力与时间赛跑的渔获
救援“攻坚战”。

本轮疫情发生后，儋州白马
井中心渔港第一时间全面封闭管
理。8月2日，蒙小明接到防疫任
务，从城区驱车赶到白马井中心
渔港，协调港口封闭管理相关事
宜，统筹开展渔港疫情防控工
作。按照防疫要求，第二天，白马
井中心渔港停止作业，港口船只
只进不出。

8月 3日起，422 艘渔船停靠
渔港，万箱渔获滞留在船上，无法
长期保存。这也成了渔民们最担
心的事。

“当时，渔民不能上岸，我们也
不能上船。”蒙小明说，许多渔民打

来电话反映渔获问题，他和同事通
过建立微信群、打电话等多种方式，
以最快速度逐船统计渔获数量有
34943箱。据估算，这批渔获总货
值近千万元。

摸清底数后，问题随之出现
——儋州市将实行临时性全域静
态管理。全域静态管理下，这么多
渔获能不能上岸？上岸又能转移
到哪儿？

“可以上岸，但需要经过全面
‘体检’。”儋州市畜牧渔业服务中
心主任郑静波告诉记者，该部门
组织医护人员上船为所有渔船上
的渔民，进行多轮的核酸检测，渔
民“三天两检”都是阴性结果。此
外，还要对渔船进行环境样本采
集，逐船检测渔获样本，确保检测
合格。

与此同时，儋州市农业农村
局和白马井镇政府等单位紧密
联动，多方打听联系有冷库的
企业，协调办理绿色通行证，开

辟运输“绿色通道”。白马井镇
农 业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刘 攀 飞 介
绍 ，他 们 最 终 找 到 了 两 家 企
业。从 8 月 6 日开始，渔获被分
批转移到岸上，企业通过冷藏
车将渔获运输到白马井镇当地
冷库中。

8 月 13 日下午，最后一批渔
获上岸出港。“渔船在港口停了
几天，船上储存的冰块几乎快用
完了，再耽搁下去鱼就要腐烂
了。这下渔获在岸上‘安家’，我
的心里终于踏实了。”当天，看到
船上 130 箱渔获都被搬进冷藏
车里，琼儋渔 11479 号船主麦挺
时说。

“疫情期间，我们免费提供冷
库供渔民使用，并每天安排专人看
护好这些渔获，让渔民放心，让渔
民把渔获都卖上好价钱。”接收渔
获的儋州创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锦菊告诉记者。

（本报那大8月14日电）

儋州多部门和企业紧密联动为渔民救急

万箱渔获保住了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罗
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省积极抓
好生活物资保障工作，生活必需品市
场货足价稳。省商务厅8月14日公
布的我省生活物资保障情况显示，目
前我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
体稳定，市场秩序良好。

根据监测及各有关单位反馈
的数据，8月 13日，全省生活必需
品供应充足，能够保障全省居民

10 天以上生活需求。其中，社会
商业库存成品粮 9081 吨，可供全
省 20 天以上；食用油 5761 吨，可
供全省22.5天以上；常温奶、面、方
面食品商业库存充足，能够满足全
省居民 20 天以上需求。生猪存
栏、出栏数量稳定，可持续保障我
省生猪供应 36 天，全省 8 月 13 日
屠宰 5138 头。全省储备蔬菜量
9815 吨，蔬菜在田面积 8万亩，日

产 1323 吨，可满足全省居民 6 天
以上生活需求。

在价格方面，省价格监测中心数
据显示，与7月30日的均价相比，8
月13日，除猪肉有所上涨，全省其他
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在正常合理区
间波动，猪肉上涨6.35%，较前日涨
幅增加1.85个百分点，蔬菜、粮食、食
用 油 价 格 基 本 持 平 ，蛋 类 微 涨
1.04%。从重点城市看，海口市蔬菜

价格环比微涨0.27%，猪肉价格环比
下降2.04%；儋州市蔬菜价格环比持
平，猪肉价格环比持平；三亚市采取
线上下单、供应商配送、社区团购直
配直供、基地配送等多形式保供，团
购套餐种类丰富。

本轮疫情中，截至8月13日，全
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检查人员
8290人次，检查农贸市场（含便民
点）2878 家次，超市（含平价菜网

点）4317家次，蔬菜、肉禽、蛋、水产
品类等各类摊位44809个次，冻库
272家次；约谈农贸市场、商超、便
民市场40家，接到肉菜、酒店等价
格投诉306宗、办结257宗、立案14
宗、当场处罚6宗、查封停业15宗、
罚款4200元；对商家明码标价不规
范的价格违法行为现场责令整改60
家，对冻库不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责
令改正6家。

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平稳
肉菜供应充足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您好，眼部分泌物增多有多久
了？孕期有特殊病史吗？”8月14日16
时许，一口水还没咽下去，海口市妇幼
保健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江家里的
电脑又亮了。看完患者的病情描述
后，他迅速在键盘上敲下这样几句话。

为了缓解临时性静态管理期间群
众就医难题，14日起，海口市卫健委
组织16名省内知名专家开展线上义
诊活动，为期一个月，服务时间为每日
上午9时至12时，下午3时至5时。
期间免专家挂号费。

作为首批线上开诊的医生之一，
这一天陈江看了15名患者，患者们的
主诉包括咳嗽、消化不良等常见问题。

其中，让陈江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
有8日大的孩子。孩子的母亲自述孩
子眼屎多，不知如何治疗。“这个问题并
不鲜见，但是由于孩子太小，可以想象
家长很焦急，我需要更耐心，纾解家长
的焦虑情绪。”陈江说。就诊期间，患者

家属不清楚“内眦部位”在哪儿，他还特
意用红笔在问诊照片上圈了出来。

“好的，谢谢医生。”所有问题都得
到解答后，年轻的母亲终于放下心来。

从9时左右至17时，除了中午草
草给2个孩子做了顿饭，陈江几乎都守
在电脑前。

线上问诊不同于线下，有时候，医
生回复了，患者却没有及时回复。为
此，中午做饭时，陈江会时不时回书房
查看一眼电脑。他告诉记者，线上问诊
期间，如果有需要，他会在线上为患者
开处方，由药房把药配送至患者家里。

事实上，陈江已是一名抗疫老将
了。2020年，他曾随大部队一起去武
汉支援。他的爱人也是海口市妇幼保
健院的一名护士，在这轮疫情中，多次
上一线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据了解，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健
康海口”小程序，进入首页后点击“椰
城云医”平台，即可实现“视频问诊”

“找专家”“购药开方”等就医需要。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海口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义诊活动

“云问诊”缓解就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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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陈艺
仁）从8月初我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走访
粮油企业，建立全省粮油运输保障联
络表和粮油企业服务群，帮助企业解
决粮油应急供运难题。

连日来，海口市椰海粮油交易
市场的出入口车辆来来往往，装载

大量的面粉、大米等粮食产品运送
往各市县。为确保运粮通道畅通，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海口市椰海
粮油交易市场设车辆通行证办证
点，按疫情粮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要求，现场为粮油物资运输车辆司
机办理车辆通行证，累计已办理
1000余张粮油运输货车通行证。

此外，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建立
粮油企业服务群，随时收集企业诉
求，及时解决企业申办通行证、做核
酸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8月6日
至8月12日，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系统协助运粮车解决上百例难题，确
保至少1万吨米、面等粮食产品及时
运达各市县，有力保障粮食需求。

我省粮油企业也积极响应社会
号召，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海南亿明
天粮油有限公司、海南天赐粮食贸易
有限公司、海南恒丰河套粮食有限公
司、海南亿佳丰食品有限公司主动为
三亚市、儋州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等
疫情防控形势相对严峻的市县捐献
大米、面条等粮油产品共22.6吨。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叶晓敏）近日，我省对装载鲜活农产
品进岛车辆和重要医疗、生活等物
资进出岛车辆实施免费过海政策。
由于个别司机或车主未能及时了解
上述政策，在免费过海期限内进岛
时自费过海，拟申请免除进出岛过

海费用。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印发通
知，要求妥善解决此类问题。

通知要求，一是做好进出岛免
费过海退费业务咨询和受理工作。
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安排专职人员在
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及铁路南港货
车收费大厅设置免费进出岛车辆退

费登记受理专用窗口，并张贴明显
窗口标识，组织拟申请进出岛退费
的货车司机填写免费进出岛车辆退
费登记表，核实和收集运输车辆进
岛船票和过海单复印材料，为后续
港口企业退费工作提供依据；同时
加强对免费进出岛车辆退费登记受

理专用窗口专职工作人员的培训，
做好运输车辆司机的疏导工作。

二是统筹做好后续退费工作。
免费过海政策到期后，省交通运输
厅将按照要求组织对相关材料进行
审核，南北两岸港口企业应配合做
好相关退费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

做好重要物资车辆免费过海退费工作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逾千张货车通行证保粮油应急供运

静态管理下——

海口市民
“菜篮子”有保障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魏雨欣）海南日报记者8月14日
从海口市相关部门获悉，静态管理期间，
海口通过线上订购配送、定点集中配送
等方式保障居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需求。

在封控小区永秀花园时代城2期，
记者看到，菜篮子平价超市永秀花园店
仍在营业，为方便无法外出小区的居民
采购生活必需品，门店销售人员通过窗
口进行服务。“无法出门的市民通过电
话向我们下单，门店工作人员及时分拣
打包好后送到封控小区时代城大门外，
再由防疫志愿者送到市民家中。”菜篮
子平价超市永秀花园店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网点已加大平价菜供应量，每
日蔬菜销售量达到日常的两倍。

据了解，线上海口构建连锁超市
对小区点对点电商配送网络，发布电
商配送平台信息，引导群众尽量线上
下单、线下配送、定点取货的方式购买
生活必需品；线下主要由保供企业在
指定地点现场售卖，由社区组织居民
有序采购。

流动应急智能
中药房“显身手”

8 月 13 日，在三亚方
舱医院旁的流动应急智能
中药房内，药剂师正根据
处方制作中药配方颗粒
（见左图）。

据介绍，由四川新绿色
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
援我省新冠肺炎救治的流
动应急智能中药房，外形酷
似救护车，内部侧壁上整齐
排满装有中药的小圆盒，可
配发近400味中药配方颗
粒，能满足一家中医院常规
处方使用。药剂师可以通
过药房内的电脑，根据处方
及时配药，保障方舱医院用
药需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药剂师展示中药配方颗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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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时时时评评评

自我省新一波疫情出现以来，
白衣战士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党员
干部迎难而上、冲锋在前；广大志愿
者挺身而出、无私奉献……他们用
细心换来安心，用爱心传递温暖，共
同守护群众的安全。凡人微光，汇
聚成炬，照亮战“疫”之路。

疫情防控是一场大仗硬仗，涉
及政策宣传、社区管控、核酸检测、
物资保障等方方面面，环环相扣、
密不可分，任何一环“掉链子”，都
可能消解已有的成果。唯有堵住
每一个漏洞、防住每一处风险，才
能筑牢防线。面对狡猾而隐匿的
毒株，广大群众不当局外人，挺身
而出、发光发热。比如，滞留三亚
的外地游客刘美芳与同伴就地转
为志愿者，在酒店为客人采集信
息、分发物资，她说：“既然不能走，
就留下来做点有意义的事”；巴基
斯坦留学生沈佳顶着炎炎烈日走
上街头参加志愿工作，赢得市民赞
许的目光，她说：“尽管我是外国
人，却‘不是外人’”；还有万宁北大
镇百余名群众自发“请战”，多地爱
心商户为援琼医疗队员免费提供
可口餐饮……生动的画面、真诚的
话语，在逆境中传递温暖和希望，
成为见证我省上下同心抗疫的暖
心力量。

疫情面前，没有人是旁观者，
每个人都是责任人。聚沙成塔，
微光成炬。越是关键时期，越考
验意志决心，越需要心手相牵、协

同共进。作为普通群众，我们要以实际行动理解、
支持并配合各项防控工作，克服各种不便，为逆行
者减轻负担，不给病毒任何可乘之机，共同构筑起
群防群治的坚固防线。只要每个人都树立主人翁
意识，摒弃局外人心态，以实际行动抒写守望相助、
患难与共的人间真情，传递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让爱心在行动中播撒，让正能量在传播中延续，定
能带动更多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前行，凝聚起同
心战“疫”的强大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珍惜每一份坚守、
守护每一份信心、汇聚每一份力量，我们必将早日迎来

“疫”去云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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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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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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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访谈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记者

马珂 刘冀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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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社区工作
和方舱建设专班副组长，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陈少仕表示，下一
步我省将以“扛”的意志、“实”的作
风、“快”的方法扎实抓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落实。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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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少仕表示，我省将分区分
级，科学精准采取防控措施。针对
目前海南疫情呈现的“1-6-6-6”
四种不同形态，分类施策，靶向发
力，科学精准划定中高风险区。三
亚市加紧加严管控措施，一鼓作气
争取尽快出现拐点。儋州等6个
疫情发展期市县加大工作力度，全
力把疫情围住捞干扑灭。海口等6
个疫情散发市县核酸筛查的范围
要足够大，管控的措施要足够严。
文昌等6个市县要牢牢守住，确保
不发生疫情。

统筹全省资源调配。进一步完
善核酸检测方案，衔接好采、送、检、
转、收制度。加快方舱医院建设进
度，争取最短时间内建成投入使
用。锚定隔离点足量目标，深挖潜
力，加强市县调度。统筹物资和人
员调配，并向三亚和6个重点市县
倾斜。

全力推进滞留旅客离岛。加强
与接收省份和港航企业的沟通协

调，在确保安全严防外溢的情况下，做到应离尽离。继
续为滞留旅客提供贴心服务，争取理解支持。

优化力量，加强阳性感染者救治。加强方舱医院
内部管理，全力保障医疗物资和生活供应，优化医务人
员保护流程。尽最大努力挽救重症病人生命。统筹好
本地医疗资源和兄弟省份的支援力量。

加强高风险区和集中隔离点管控。强化扁平化
集中管理。落实好属地责任，实行点长制，指派得力
人员，严格落实高风险区和集中隔离点管控措施。开
展管控巡查，高风险区做到“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确保人员管好管住。全面开展消毒消杀，减少交叉感
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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