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蔡法

A02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马珂）8月
15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五十场）。海南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8月14日0至24时，儋州市
新增阳性感染者15例，其中确诊病例5例，
无症状感染者10例。8月 1日至 14日 24
时，儋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病例 278
例，其中，确诊病例175例、无症状感染者
103例。

据介绍，8月1日至8月14日24时，儋州
共排查出密接4571人，均已落实管控要求。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要求，儋州市将高风险区域调整为26个，中
风险区域调整为5个，强化道路卡口核酸检
测结果查验、封条物理硬隔离等管理，配备更

多人力对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减少人员
流动，坚决防止疫情外溢。

强化统筹能力。儋州将那大镇、白马井
镇作为本轮疫情重点区域，全力阻断那大主
城区等重点区域的输入性传播链；将洋浦经
济开发区确定为本轮疫情重点保障区域，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静态管理并加强督查，确保
航运中心安全运营以及辖区石化企业安全
运行。

强化核酸检测能力。儋州已经建成3
个气膜实验室，新增每日20万管的核酸检
测能力，一个检测能力为10万管/日的气膜
实验室在建，全市所有核酸检测实验室启动
24小时开检，为实现核酸检测“日结日清”
提供保障。

所有核酸检测实验室启动24小时开检

儋州:保障核酸检测“日结日清”

我省公布省级
生活必需品保供企业名单
共73家企业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罗霞）省商务厅
8月14日印发通知，公布省级生活必需品保供企
业名单（第一批），涉及6大方面共73家企业。通
知指出，市县级保供企业名单由各市县选定发布，
向省生活物资保障专班报备。省级、市县级保供
企业名单应视情动态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省级生活必需品保供企业名单中，批发市场、
企业8家，粮油保供企业12家；蔬菜调运企业10家；
商场、超市、生产企业25家，运输物流企业9家。

通知要求，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要主动服务
保供企业，为企业排忧解难，积极指导保供企业建
立稳定可靠的供需合作关系，确保关键时刻生活
必需品不脱销、不断档。

各保供企业在疫情或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
要服从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调度，承担保供稳价社会
责任，切实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名单中企业名称信息项在海南省商务厅官网
和“海南商务”微信公众号同时发布，不再为企业
单独开具民生保供企业证明。

省农业农村厅4小时
快速供应近2万斤农资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
林慧冬）“受疫情影响，我们鸡饲料存量不够，大家
都快愁死了！没想到问题一经反映，很快就得到
了解决！”8月15日，三亚众和农民专业养殖合作
社理事长周志全告诉海南日报记者，8月14日，
三亚农业农村局已经将1吨左右的鸡饲料送达，
5000多只存栏小鸡的粮食有着落了。

疫情当下，三亚一些农户急需米糠、饲料等农
资，同时存在车辆通行不畅、经销商存货不足等困
难。8月14日16时许，省农业农村厅紧急对接三
亚市畜牧局、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畜牧局，协调所需农资运往三亚，并
及时协调持有通行证的保供车前往接应，农户当晚
20时许陆续领到约2万斤农资。从求助到解决问
题仅用了4个多小时，有效展现了“三农速度”。

本报海口 8月 15日讯（记者马
珂）8月15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五
十场）。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全省物资
保障以及中高风险区的物资保障问题
进行了解答。

九省联保联供机制发挥
积极作用

目前，我省八大类生活必需品的
储备情况为：现有生猪存栏约320万
头，200斤以上可屠宰的生猪数量持
续保持稳定，而且略有增长，日屠宰量
6000头左右，可充分保障市场供应；

蔬菜总可供应量9800多吨，可满足全
省5天以上市场供应（省外调运畅通，
可以持续保障我省蔬菜需求）；米、面、
油、常温奶和方便食品等市场商业储
备充足，能够保证全省居民15天以上
生活需求；蛋类商品日产150吨，可满
足居民正常消费需求。

总的来看，我省生活必需品储备
充足。特别是，商务部启动的围绕海
南建立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九省联保联
供机制（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正在持续发挥
积极作用，为我省生活必需品供应提
供了坚实保障。

不断优化流程，打通最后
“一公里、一百米”堵点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我省各地
不断优化流程，打通最后“一公里、一
百米”堵点。

物资供应方面，省商务厅制定了
生活物资保障工作指导意见、保供方
案等，对目前352个中高风险区、161
万管控人员的需求和所在市县储备情
况都进行了测算和掌握。三亚生活物
资总体上有保障。儋州、陵水、乐东、
东方、万宁、临高等6个市县，蔬菜可
以正常保障市场供应；米、面、油、猪

肉、蛋品、奶制品、方便食品储备量和
自产量可供10天以上市场需求。

运输保障方面，省交通专班制定
了进岛物资运输车辆和司机安全保障
服务方案；已建设27个中转接驳站（每
个市县至少1个），并选取21个货运场
站作为备用中转站；启用海南省重点
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截至8月14日，
全省累计发放106434张货车通行证。

末端配送方面，省商务厅印发了
生活物资保供配送指南等，指导市县
优化配送流程，多渠道打通微循环。
如万宁市增设多种购物方式：一是市
民自行在饿了么、多多买菜、拼多多、

京东、美团等平台下单，由外卖跑腿送
货到指定地点；二是设置疫情防控保
供车，流动为辖区内居民提供蔬菜、猪
肉、大米等生活物资；三是由村（居）、
小区统一建立微信群，推选1名采购
联络员与就近的保供企业对接进行采
购。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主动协调种植
基地与各小区直接对接，两天销售1.7
万多斤蔬菜。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畅通问题反
映渠道，不断完善和细化工作部署，加
强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增强保供
力量，以问题为导向，加速解决，确保末
端微循环顺畅，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我省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
九省联保联供机制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三亚8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8月
15日，三亚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三十场）。海南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为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三亚进一步加严加密社区管控措施，全力做
好防控工作。

8月14日，三亚高风险区调整为33个，
中风险区调整为13个。

三亚将近期发现阳性病例多、增长快的
16个社区确定为攻坚堡垒区域，按照市领导
包片、区领导包社区负责模式，集中社区书
记、网格长、包点单位、志愿者、公安干警、执
法人员、社区工作者等组建社区工作队，实施
共住共管，实行优先检测、优先流调、优先转

运、重点管控等措施，达到集中攻坚的效果。
在划定的高风险区域实行区领导包社区

和网格化管理，为各网格内的社区（小区）配
备志愿者队伍。组织保供企业、商超、菜篮子
平价网点等进行点对点直供直配，安排专门
队伍配送到各社区（小区）的物资接货点，市
民游客再通过社区（小区）的微信群等供需对
接平台，反馈自己的采购需求，由志愿者分别
送货上门。

截至8月15日14时，三亚累计组织游客
12658人搭乘飞机返程。接下来，该市将按
照分类施策、分批转运、安全有序、严防外溢
的原则，继续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做好因疫情
滞留游客的返程工作。

紧盯社区等重点场所，压实责任、细化分工

三亚：加严加密做好社区管控

本报抱由8月15日电（记者周月光）8月
15日下午，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第六场）。海南日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8月15日0时至16时40分，该
县新增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9例。
此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19例（均为轻
型）、无症状感染者49例。

据了解，乐东发布了静态管控期间公民
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和高风险封控区管理须
知等，建立中、高风险区管控巡查机制，辖区
镇安排24小时巡逻值守，防止人员外出流
动，对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严格落实管
控措施。

新闻发布透露，乐东当前主要采取5项
措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严格遵守采、

送、检、报、转运流程，做好疫情期间核酸检测
工作。二是县领导深入抗疫一线开展疫情防
控督导检查工作。三是进一步与支援队伍做
好工作衔接，落实好支援乐东医疗队伍人员
的衣食住行等全方位保障。四是增派医疗队
伍、公安干警、各单位以及社区志愿者等队伍
下沉一线。五是安排专门队伍负责居家隔离
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切实保障封控居民
的物资、生活需求。

乐东“菜篮子”目前储备蔬菜300吨，确
保在外来蔬菜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仍可供应3
天以上。肉、禽、蛋等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
稳。在封控小区保障方面，小区居民可通过
乐东优选APP下单，当天即可配送至指定地
点。高风险区居民则由志愿者配送。

做好核酸检测、人员下沉一线、保障物资供应……

乐东：多举措抓好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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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
日，在儋州市
怡心花园小
区，志愿者和
小区工作人
员在为小区
居民配送生
活物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近日，
在三亚天韵超
市凤凰店，工
作人员按照客
户线上订单
对蔬果进行
分包。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坚定信心 从严从实 分秒必争

抓细抓实督查工作

全面动员、全员行动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上接A01版
会上，全省23个疫情防控督查组负责人就各

市县核酸检测、转运工作、社区管控、隔离点管理、
医疗救治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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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万春对赴三亚开展疫情防控督查工作的专
班成员做培训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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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实现社
会面尽快清零目标，坚定信心、从严从实、分秒必争
抓细抓实各项督查工作。要找准疫情防控“风向
标”，拿出切实管用的督查措施，提出精准、管用、操
作性强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毛万春强调，各疫情防控督查组要盯紧防疫
全链条和各环节，制定务实督查工作举措，全面梳
理风险点，切实改进工作、堵塞漏洞。要树牢导
向，切忌“好人主义”，敢于动真碰硬，发扬斗争精
神，务实戒虚，把督查结果作为助推工作落实、激
发干部活力动力的重要依据。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侯茂
丰、刘登山，省政协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上接A01版
国务院决策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准确把握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的严峻复杂性，全力以赴、突出重点、集
中力量，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刻不容缓把各项防
控措施抓实抓细。要强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执行
工作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切实压实“四方”责任，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把严、实、细、快的作风
贯穿工作始终。要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
众，构筑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人民防线。

当天，徐启方先后到大成镇新营村执勤卡点、
西华居执勤卡点、王五镇核酸检测点等地调研疫
情防控工作，并向一线值守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众志成城 携手抗疫
◀上接A01版
后来，因为工作较忙，她一直未能履行
这一约定。8月，甘桂芳原本计划着
将女儿带回身边，但海南突发疫情，甘
桂芳想都没想就报名驰援。“只想早日
战胜疫情，去将留在江苏老家的女儿
接回身边。”甘桂芳说。

“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援琼山东流调监督队20多人于

8月8日下午到达东方，次日一大早就
各自奔赴岗位支援东方抗疫，主要负
责对东方各隔离点、医院等重点场所
开展检查指导，以及参与流调。

“我们一部分人参与卫生监督，一
部分人参与流调。希望通过技术指导
和支持，帮助东方早日将疫情控制
住。”援琼山东流调监督队领队、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执法监察局副局长姚元
庚说。

“我们到陵水后，县里对我们的
生活保障很好，老百姓也比较配合。”
李建军时常告诉流调队员，要注意解
决密接和次密接人员面临的各种问
题，及时帮他们反映解决。“我们站在
密接和次密接人员的角度去帮他们
解决问题，他们才能信任我们，将情
况及时告知我们。”李建军说，在疫情
面前，大家都是共同体，目标就是战
胜疫情！

“天气再热，我们队员也没有喊
累，没有耽误采样工作，因为我们知
道，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动作越
快越有利于病毒的控制。”湖南援琼
医疗队队员李奇告诉记者，大家穿着
防护服上门入户采样，换班时全身湿
透像刚游泳出来，不少老百姓给队员
们准备了椰子水、酸粉等特产，让大
家十分感动。“有的老百姓还心疼得
流下了眼泪，这让我们觉得暖心！”李

奇说。
江苏省援琼医疗队核酸检测队队

员王晨旭曾援助上海等地抗疫，这是
他第一次到海南，虽然他们工作和住
宿地就挨着海边，但是由于工作压力
大和工作纪律，来了海南这么多天，却
一直没看到过大海。“希望疫情能早日
结束，我们能在离开海南之前看看大
海。”王晨旭说。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上接A01版
加强工作培训和核酸检测全程组

织调度，不断提升质效。开展全省疫
情防控知识培训，讲解近期疫情形势，
解读社会面清零举措、核酸检测“采、

送、检、转、收”各环节具体要求，以及
高中风险区的划定、管控与解除等内
容，进一步促进疫情防控能力提升。
组织全省开展区域核酸检测，14日共
检测945万人。建立“三公（工）”协同

流调排查机制，成立“追阳专班”。根
据检测结果和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及
时管控密接人员。从全流程看，核酸
检测“采、送、检、转、收”等各环节效率
进一步提升。

继续加强医疗救治工作。印发
《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防治
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医药防治属地责
任，建立中西医结合救治机制。截至
8月14日，全省准备医疗救治收治、

方舱床位 13461 张，现有患者 7913
例，其中危重症型3例，重型5例，普
通型 83 例，轻型 2268 例，无症状
2678例，未分型2876例，累计治愈出
院37例。

全省社会面发现病例比例持续下降

海南农垦40吨瓜菜
支援三亚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 刘维良）“出发！”8月15日上午，满载着40吨
瓜果蔬菜的两辆货车从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的海南
农垦金福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出发驶向三亚。

据了解，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与三亚市相关部门对接，了解实际需求，组织旗
下果蔬集团紧急从省内外调配约40吨各类果蔬，
支援三亚必要物资的保障供应。

此次支援的瓜菜主要品种有大白菜、西兰花、
尖椒、西红柿等13个品种，符合市民食用习惯的
同时，兼具易储运、耐存放特点。这批瓜菜当天送
达三亚，由当地相关职能部门接收，统一进行仓
储、分拣和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