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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8月 17日电（记者陈蔚
林 黎鹏）8月16日至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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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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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采取果断彻底措施，以快制快阻断
病毒传播，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孙春兰来到鲁迅中学学术交流中心
隔离点、亚龙湾山海源安置房、亚龙湾美
高梅方舱医院，详细了解全省、全市隔离
点建设使用情况，入户察看新增隔离点
改造和设施配备进度，与方舱医院医务
人员视频连线，仔细询问医疗救治和院
感防控情况，强调要时不我待、深挖潜

力，想尽一切办法扩增床位和房间，尽快
实现“床等人、房等人”，全力做好患者救
治，加快符合条件人员出隔离点出舱，提
升房间床位周转效率。在儋州村社区、
红旗街社区、港门村社区、红郊社区、丹
州社区和抱坡村疫情防控防管岗点，孙
春兰与社区干部、一线防疫人员深入交
流，了解社区管控、核酸检测、感染者和
密接人员转运隔离、生活物资保障、农村
疫情处置等情况，叮嘱广大干部群众勠
力同心、分秒必争，瞄准疫情重点小区，
攻坚克难、连续作战，集中力量把一颗颗

“钉子”拔出来，把一个个“山头”攻下来。
孙春兰在三亚市疫情防控视频调度

会上指出，当前三亚疫情防控工作正处
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不可有任何松
懈和麻痹。要坚定必胜信心，锚定攻坚

目标，扁平化高效指挥，加强资源统筹调
配和对基层指导，确保责任到人、落实到
岗，政策执行不打折、不加码。要强化转
运这个中心环节，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数
据分析互通，精准调配资源力量，减少不
必要环节，提高转运效率，应转尽转快转
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切实做到“日清日
结”，争取时间赢得主动。要严格落实社
区封控管理措施，加大干部下沉力度，充
分发动基层和志愿者力量。要落实“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保障基本生产生活。深入细致做
好群众心理疏导，加强生活物资和就医
用药保障，争创无疫社区、村组，筑牢群
防群策、联防联控防线。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分别参
加有关活动。

孙春兰在三亚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统筹资源力量 优化组织调度
以最快速度切断病毒传播链条

本报那大8月 17日电（记者陈蔚
林）8月 16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徐启方在儋州市调研检查储备隔
离点建设、物资保供情况，强调要以
扛的意志迎难而上，以快制快，加强
储备，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确保

有力开展高质量社会面清零攻坚行
动。

徐启方先后来到儋州市民族中学储
备隔离点、儋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儋州市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地，实地
检查储备隔离点建设、 下转A02版▶

徐启方在儋州市调研检查储备隔离点准备及物资保供情况

以快制快 加强储备
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刘操）
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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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防控专题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
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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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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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管
理等工作督查情况进行汇报并提出意见
建议。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指出

发现问题 正视问题 反映问题 解决问题
助力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马珂）
8月17日，我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五十二
场）。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8月
16日，海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82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81例。8
月1日至8月16日，我省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阳性感染者11755例，其中确诊病
例5298例，无症状感染者6457例。

据介绍，全省8月16日报告感染者
数较15日增加，仍主要集中在三亚、乐
东、儋州、东方等几个重点市县，其中三
亚、乐东报告感染人数增加较多，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我省围绕社会面清零目标统筹疫情
防控。印发《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高质
量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动员

各涉疫市县开展社会面清零行动。加强
隔离点建设，及时做好隔离管控工作。
截至16日24时，全省已启用集中隔离
点239个，隔离房间26103间。

加强医疗救治工作。统一调配专
家，提升重点涉疫市县医疗救治能力。
截至 8 月 16 日 24 时，全省方舱床位
21003张，在建方舱床位3806张。8月
16日，接收患者2537例，治愈出院105
例。截至8月17日6时，危重型5例，重
型8例，普通型99例，轻型4227例，无
症状6544例，未分型1158例，累计治愈
出院230例。

持续做好滞留旅客返程服务保障。
8月16日，海口美兰机场和三亚机场共
执飞航班159架次，港口执行航船1班，
共保障运输旅客出港23146人。其中，

海口执飞117架次15960人，三亚执飞
42架次6316人，港口870人（含散客394
人）。8月9日至17日6时，海口美兰、三
亚凤凰机场共执飞471架次，累计保障
滞留旅客返程70815人。经港口出发，
截至16日18时，共发出航船5班，小车
730车，旅客2899人（含散客447人）。

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强化农村
地区中高风险区管理，开展农村返乡人
员排查。8月1日至16日，省外返乡人
员累计6784人。督促沿海市县落实8
月16至22日渔船静态管理措施，跟踪
掌握渔民核酸检测和回港情况。

落实外援服务保障。做好 16 日
1517名新入琼外援人员的接送及其他后
勤保障工作，发车81辆运送至海口市、儋
州市等地支援抗疫。 下转A02版▶

8月1日至8月16日，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1755例

我省已累计保障7.3万余名滞留旅客返程

■ 海报平

经过前一阶段的不懈努力，当前，我
省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为在最短时间控制疫情，我省开展全省
新冠疫情高质量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
在三亚等市县率先发起决战和总攻。快
字当先打赢攻坚战，必须争分夺秒、抢抓
时间。我们要鼓足决战勇气，坚定必胜
信心，将扛的意志、实的作风落到快的行
动、快的方法上，积极发扬艰苦奋斗、敢
于斗争的精神，从严从实、不折不扣落实
好各项防控措施，尽最大努力、用最短时
间阻断疫情传播。

与病毒赛跑，就是与时间竞速，跑得
越快，越能掌握战“疫”主动权。经过持续
多天的艰苦奋战，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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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核酸检测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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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快制快、
清零攻坚打下了良好基础。不过，当前，
全省疫情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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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坚
定信心、快字当头，抓落实、提效率、拼速
度，万众一心、全力攻坚，才能进一步巩固
战“疫”成果，赢得最终胜利。

以快制快，决战攻坚，考验执行效
率。各项部署能否高效落实，直接关系
到防控的成效。快字当头、全力攻坚，需
要在抓落实上更加坚决果断、更加精准
高效。为此，要做到有勇有谋，善于斗
争，敢于斗争，不断提升战斗力、执行
力。广大党员干部需发扬连续作战的精
神，冲锋在前、勇于担当；要根据不同风
险等级和人群采取不同策略，集中优势
兵力拔“钉子”；严格落实落细第九版防
控方案要求，决不能打折扣搞变通，坚决
抓好三亚市疫情防控决战决胜大会战

“十大专项行动”等攻坚部署，从严从实
做好各项防控工作；紧盯关键环节，及时
发现问题、补齐短板，严惩不作为、慢作
为现象，对防控中出现的作风虚浮、不敢

担当、措施不到位、落实不到位等形式主
义问题及时追责问责。

以快制快，决战攻坚，检验协同能
力。再好的部署，落实不到位就是一句
空话。疫情防控，不仅考验落实能力，同
样检验统筹协调能力。这需要加强组织
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扁平化指挥体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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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防控体
系快速高效运转，切实打通堵点、提高效
率、形成合力；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全岛
同城化”，市县之间、市县和部门之间加
强统筹协调，做到信息共享、工作协同、
相互支持，尤其要加强物资储备和统筹
调配，在科学应对、高效协同中，让采样、
检测、转运、隔离等环节紧密衔接，全力
做到快采、快送、快检、快报、快追、快转。

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耽误。瞄准
攻坚行动目标任务，拿出破釜沉舟、背水
一战的决心，以更坚决更果敢的态度、更
迅速更有力的行动，抓好资源的配置、环
节的衔接和措施的落实，目标一致、步调
一致，万众一心、合力攻坚，我们必能以
快制快，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以快制快奋力打赢攻坚战
时时时评评评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李梦楠 徐慧玲

8月17日6时30分，与市区多条主
干道上寂静的场景不同，三亚市吉阳区
临春社区，早已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一名志愿者配合一名医护人员，做
好信息采集工作，迅速完成今天的工作
任务。”人群中，省农业农村厅第四批支
援三亚志愿服务队队长周泽雄扯着嗓子
对11名队员嘱咐道。

当天，三亚严格落实落细第九版防
控方案，集中优势兵力拔“钉子”，围绕快
采、快送、快检、快报、快追、快转，工作重
心向中高风险区和重点人群倾斜，开展
决战和总攻。

核酸采样要快

“戴紧口罩，做好个人防护！”作为一
支支援三亚的核酸采样小分队队长，定
安县人民医院内分泌临床药师曾传炜反
复提醒队员。

不一会儿，临春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带着“大白”们穿过巷子，走进一栋栋
居民楼，开始敲门采集核酸样本。

“扫描健康码、核实信息、采样，一定
要快！”连日上门采集，曾传炜和搭档配
合得十分默契。曾传炜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与前期不同的是，如今每隔一个小
时，就有专班工作人员前来将采集好的
样本送往医院检验，工作慢不得。

“近50管！”当天8时许，志愿者陈
媛将采集好的样本交给“送样队”队员，
转头又继续加入“扫楼”队伍中。

将目光转向临春社区居委会的一
间办公室内，这里是“追阳专班”的“战
场”。

“您的核酸结果是阳性，跟您同吃
同住的人员都有谁”“我们已经做好登
记，请您在家安心等待，下午会有车辆
将您送往医院”……办公室里，对话声、
键盘敲击声不绝于耳，省农业农村厅志
愿者陈丹、马杨杨分工明确，对照社区
核酸阳性人员名单，一人拨打电话，一
人在电脑上快速记录信息，一刻也不能
停歇。 下转A02版▶

三亚围绕快采、快送、快检、快报、快追、快转，向疫情发起决战和总攻

争分夺秒同病毒竞速

8月16日19时30分，海口市新海港码头，一批粤字头广东牌照的客运车辆缓
缓驶下轮渡，加入到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转运工作中。

据悉，广东此次急调200辆应急客运车，支援海南应急客运运力。该批车辆从
16日晚陆续登岛，截至17日6时，已全部到达海口，将在两省交通运输部门安排
下，开展滞留旅客的应急转运工作。 文/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叶晓敏

海汽集团供图

广东急调200辆客运车
支援海南抗疫

■ 见习记者 李豌

8月16日12时许，临高县新盈镇良
爱村村民唐赛来和李不雷正忙着将配好
的肥料，撒在绿油油的稻田中。但这并
不是他们自家的农田，而是该镇高风险
区仓米村村民家的农田。

作为临高县疫情防控任务最为艰

巨的区域，新盈镇15个村（居）中11个
村及1个村小组严格落实“区域封闭、
足不出户”，不少村民因此无法出门照
料自家的农田、散养牛羊或海水网箱、
鱼排。

对此，临高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制定出台《新盈镇疫情防控期间农
业纾困解难工作方案》，要求新盈镇要全

面清查并及时破解农业方面的“堵点”
“难点”，拟定“一对一”的纾困解难帮扶
措施。同时成立新盈镇农业纾困解难工
作组，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纾困解难工作
稳步推进。

8月15日，工作组以实地走访、电
话联系等多种方式， 下转A02版▶

临高拟定“一对一”帮扶措施，稳步推进农业纾困解难工作

农业生产有人帮 居家隔离也不慌

战“疫”，
这些知识点请牢记！

——图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20个省区市
共计20078人支援海南

我省全力做好外援
人员后勤保障

本报三亚8月 18日电（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 18日凌晨，
省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沈晓明来到三亚市朝阳社区、
光明社区，暗访阳性感染者和密切接
触者转运工作，并代表省委、省政府看
望慰问值守在一线的社区干部和防疫
人员，叮嘱他们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
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一鼓作气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当前，三亚正在全力以赴开展新

冠疫情高质量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
转运工作是影响清零攻坚成效的关键
环节。暗访中，沈晓明查阅工作台账，
询问转运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特殊群
体转运收治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问
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围绕应转尽
转、快转早转，切实做到阳性感染者和

密切接触者的转运工作“日清日结”，
快速阻断社会面传播链条。要高度重
视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转运收治
工作，提前加强与定点医院、方舱医
院、集中隔离点的沟通协调，做好车辆
调度，优化转运流程，不断提高转运效
率。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管控，健全高
风险区内外的协调机制，确保衔接沟
通顺畅、工作运转高效。

沈晓明暗访三亚市阳性感染者和
密切接触者转运工作

本报三亚8月17日电（记者李磊）
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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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部署推进
三亚疫情防控决战决胜大会战“十大
专项行动”和新冠疫情高质量社会面
清零攻坚行动相关工作，并多次前往
三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对三亚市阳

性感染者、密接者转运工作进行现场
调度。

冯飞在调度会和现场调度中要求，
三亚要拿出大决战的精神面貌，形成大
决战的战斗氛围，迅速行动起来，高效率
高质量推进阳性感染者和密接者转运、
高风险区管控等工作，确保转运不漏一
人，管控“足不出户”。要以最快速度推
进阳性感染者和密接者转运工作，着力

优化转运工作流程，不断加强人员力量
及物资要素保障，建立信息汇总机制，实
现转运工作统一高效调配，坚决做到“四
应四尽”“日清日结”。

当天，冯飞还来到三亚国际体育产
业园、三亚市第九小学分校，了解三亚市
第三、第四方舱医院建设情况，并在海立
方度假酒店、金凤凰海景酒店检查集中
隔离点管理情况。 下转A02版▶

冯飞参加三亚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
并现场调度阳性感染者、密接者转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