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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8月1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
件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埃及发生教堂失
火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
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
早日康复。

习近平就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件
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刘操）
8月 15日，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
在海口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孙春兰副
总理在海南省重点市县疫情防控调度
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省委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在
重点市县疫情防控调度会上的讲话精
神，对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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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全省19个疫情防控督查组负

责人就各市县核酸检测、流调工作、转运
工作、社区管理、隔离点管理、医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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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海南疫情形势依
然复杂严峻，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指出

增强忧患意识 提高督查质量

本报那大8月 16日电（记者陈蔚
林）8月15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徐启方在儋州市调研检查方舱医院、气
膜实验室建设工作，强调要加快推进建
设进度，配齐配强设施设备，优化运行管
理服务，为实现“四应四尽”“日结日清”
提供坚强保障。

徐启方先后来到中德产业园方舱医

院、新都产业园方舱医院、气膜实验室等
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现场协调解
决存在问题，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进一步加快方舱医院和气膜实验
室建设，严格执行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
操作规程，做好消杀、通风、消防、医废处
理等保障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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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启方在儋州调研检查方舱医院和气膜实验室建设情况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为实现“四应四尽”“日结日清”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三亚8月 16日电（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16日凌晨，省
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孙春兰副总
理在疫情防控专题会上的讲话精神，研
究部署开展全省新冠疫情高质量社会面
清零攻坚行动，强调全省上下要万众一
心开展决战和总攻，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全面胜利。

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
冯飞，省领导毛万春、徐启方等参加会议。

沈晓明指出，经过持续多天的艰苦
奋战，全省社会面感染者比例和病毒传

播指数显著下降，各级各方面在实战中
积累了防疫经验、掌握了防控方法，但是
在工作中仍然存在措施不到位、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已经
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开展决战和总攻
势在必行。全省上下必须坚定必胜信
心，拿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发
扬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精神，在围住、
捞干、扑灭上下更大功夫，用最短时间实
现疫情清零。

沈晓明强调，再好的部署，落实不到
位就是一句空话；再多的资源，组织不到
位只能用来浪费。各市县要围绕清零攻
坚行动的时间目标和任务目标，严格执行

第九版防控方案，目标一致、步调一致，抓
好资源的配置、环节的衔接和措施的落
实，不折不扣做到“四应四尽”“日结日
清”。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按
照清零攻坚行动部署，强化扁平化指挥体
系，四套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
都要动起来，分兵把守、靠前指挥，包片
干部必须住进高风险区，与外援队伍、公
安、村（社区）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员、
网格员、志愿者等一起，织密织牢联防联
控网。市县之间、市县和部门之间要加
强统筹协调，做到信息共享、工作协同、
相互支持。资源和力量不足的，由省里
集中调配，优先向疫情较重的市县倾斜。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时强调

万众一心开展决战和总攻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

冯飞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本报三亚8月 16日电（记者陈蔚
林 黎鹏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15日至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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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
控工作并召开专题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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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加强调度，狠
抓落实，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尽最大努力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的影响。

孙春兰在专题会议上指出，经过多
天的连续奋战，海南疫情防控取得积极
成效，但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要以刻
不容缓、决战决胜的状态，开展攻坚行
动。关键是要管好社会面、守住管控区，

“把水龙头拧住”，以最快速度把病毒围
住、捞干、扑灭。要集中力量组织攻坚，
切实加强指挥调度，全面优化采、送、检、
报、转、收、治等流程，逢阳必报、接报必
查，对初筛阳性人员边管控边流调，确保

“四应四尽”“日结日清”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各级干部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加快推动攻坚
行动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孙春兰视频连线定点医院、方舱医
院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情况，来到三亚市120指挥中心、海南
三亚华银康气膜实验室、吉阳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三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实地
考察核酸检测和感染者“追阳”、转运隔
离、医疗保障等情况。她强调，要打通堵
点、提高效率、形成合力，扁平化指挥调

度，提高信息采集推送共享水平，进一步
优化防控处置机制和环节，全力加快采
样、检测、转运、隔离等工作，以快制快阻
断疫情传播蔓延。要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严格按照第九版诊疗方案要求，
坚持中西医并重和同质化规范化治疗，
做好联合巡诊，提高患者治愈率。全面
加强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建设，加快
周转，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出舱出院出
隔离点效率。要加强人员培训，严格排
查漏洞，坚决防止院感发生。要充分保
障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对急危重症患者
要第一时间收治，对透析、放化疗、孕产
妇、新生儿等患者要加强就医用药保障
服务。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分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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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调度 狠抓落实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马珂）
8月16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五十一场）。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8月15日，
海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26例，新增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785例。8月1日至8
月15日，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

10093例，其中确诊病例4816例，无症
状感染者5277例。

据介绍，全省报告病例数持续高位
波动，社会面发现病例比例持续下降，疫
情总体可控，正处于胶着对垒关键时
期。三亚8月15日新增报告病例数同
14日基本持平，新增感染者以管控人群

为主。儋州、陵水、东方、临高、万宁、乐
东仍处于疫情发展期。

不断加快核酸检测进程。按照“分
工负责、分批运送、分时段反馈”原则，基
本保证了核酸检测流程顺畅，结果及时
检出。8月15日，共检测734.2万人。

下转A02版▶

8月1日至8月15日，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0093例

重要民生商品等供应总体平稳

■ 海报平

疫情防控是一场跟时间赛跑、与病毒
对抗、同懈怠较量的硬仗。在这场硬仗
中，拼的不仅是速度、能力，更是毅力、作
风。惟有发扬斗争精神，拿出严实的作
风，鼓舞斗志，狠抓落实，以坚决、果断、精
准的措施筑牢坚固防线，才能抢占先机、
赢得主动，一鼓作气夺取最后的胜利。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各市县、部门和
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上、全力奋战，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展
现出良好工作作风。当前，海南疫情处
于胶着对垒、相持拉锯阶段，防控形势复
杂严峻，需要我们进一步提振精神、保持
定力，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做到

“四应四尽”“日结日清”，尽早实现社会
面清零的目标。

思想上更加重视，行动才能更有实
效。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
岗位的懈怠、一个环节的失守，都可能带
来严重后果。无论是疫情防控的重点难
点区域，还是疫情较轻的地区，都要扛起
主体责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
观念，摒弃侥幸心理，克服麻痹思想，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确保捞干筛净社会面传播风险，遏
制病毒蔓延。

措施更加精准，落实才更有力度。疫
情防控，重在科学高效。我们要深刻认识
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
性，以更加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科学研
判，精准施策。领导干部要深入疫情防控
一线，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广大
防疫工作人员要深入学习、加强培训，熟练
掌握第九版防控方案内容要求，做到了如

指掌、不走弯路；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
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形成群防群控、全民参
与疫情防控的良好局面。

越是严峻时刻，越要发扬斗争精
神。疫情防控是一场攻坚战，需要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严肃工作态度，
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扬斗争精
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
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疫情防控第一
线。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不敢担当、作
风漂浮、管理混乱、推诿扯皮等行为，要
严肃追责问责，以严明的纪律为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保障。

疫情防控工作是一块“试金石”，检
验着干部政治品质和能力作风成色。当
前，疫情防控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紧要
关头，我们要坚定必胜信心、锤炼过硬本
领，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以过硬的作风、
扎实的行动抓落实，确保各环节高效运
转、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力以赴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发扬斗争精神 锤炼实干作风

本报三亚8月 16日电（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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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高质量
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部署会，强调按照
清零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做足打大仗的
各项准备，确保如期实现清零目标，早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省领导毛万春、徐启方等参加会
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海南工
作组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听取了儋州、万宁、东方、乐东、

临高、陵水清零攻坚准备情况，强调要明
确工作目标，落实管控措施，务必做到高
风险区足不出户，严防外溢扩散和内部反
弹。要省级统筹增加方舱床位，市县发力
储备集中隔离点，配齐物资、人员和运力，
为应转尽转、应隔尽隔提供基础保障。

会议强调，当前全省疫情处于胶着对
垒的关键时刻，狭路相逢勇者胜，拖得越
久越被动。各有关市县要鼓足决战勇气，
坚定必胜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整改问
题不手软，为清零攻坚行动打好基础。要
有勇有谋，善于斗争，根据不同风险等级

和人群采取不同策略，集中优势兵力拔
“钉子”，工作重心向中高风险区和重点人
群倾斜。要敢于斗争，落实落细第九版防
控方案和本市县清零攻坚方案要求，决不
能打折扣搞变通。要提高效率，做到快采、
快送、快检、快报、快追、快转。要把群众作
为疫情防控的主角，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建无疫社区、无疫村组。各部门
既要严格要求干部职工，对落实不到位影
响总攻的，坚决追责问责；也要关心爱护参
与抗疫的干部职工，合理安排作息，引导做
好个人防护，防止出现交叉感染。

沈晓明主持召开重点市县高质量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部署会时强调

做足打大仗的各项准备
确保如期实现清零目标

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李磊）
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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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
凌晨和晚上参加两场三亚疫情防控视频
调度会，传达学习孙春兰副总理在疫情
防控专题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省委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对
三亚市开展全省新冠疫情高质量社会面
清零攻坚行动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我
省决定开展全省新冠疫情高质量社会

面清零攻坚行动，三亚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开展此项行动。凌晨召开的调度会
对三亚市开展攻坚行动相关工作进行
部署。冯飞指出，攻坚行动对疫情防控
工作提出了更高目标要求，三亚有信
心、有基础、有能力胜利完成。要结合
三亚市疫情防控决战决胜大会战“十大
专项行动”的开展，建立指挥体系，优化
工作流程，开展定量分析，及时转运密
接者和阳性感染者。要严格规范管理
高风险区，建立巡查制度，实施台账管

理，真正实现高风险区“足不出户”。要
聚焦堵点难点问题，组织强有力的人员
队伍对集中隔离点资源开展起底式排
查，实现高位推动、责任到人，全力补足
各项短板。

8月16日晚召开的调度会总结了
当天攻坚行动的成效，部署下一步工
作。冯飞要求，攻坚行动要进一步细化
量化任务指标，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实现

“四应四尽”“日结日清”。要持续强化社
会面管控，守好“小门”， 下转A02版▶

冯飞参加两场三亚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指出

全力实现“四应四尽”“日结日清”
奋力赢取攻坚行动最后胜利

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述评 （A07版）

上海医疗队接管
三亚第四方舱医院

8 月 16 日，上海援
琼医疗队接管三亚市第
四方舱医院。图为医务
人员在准备医疗设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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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静态管理
持续至本月22日

具体开海时间将根据
疫情形势研判后再作决定

牢记公民防疫基本
行为准则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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