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

儋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8月17日，全市开始行动，开展新一轮全市区
域范围核酸检测，加快涉阳病患和密接者排查
转运，确保“四应四尽”“日结日清”不折不扣
落到实处，努力以最快速度把病毒围住、捞干、
扑灭；调动全市可用资源，完善集中隔离点各
项配备，切实增加应隔尽隔的能力，规范隔离
点管理，严防隔离点交叉感染和疫情风险外
溢；完善社区生活必需品网上采购渠道，畅通
社区、乡村等物资配送最后100米“到家到户”
配送渠道。

万宁

万宁市近日召开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攻
坚战动员部署会。会议部署，万宁将开展好
重点片区攻坚行动，把近期阳性病例增长快、
数量多的万城镇、东澳镇作为攻坚堡垒。对
于高风险区，将采取网格化责任制管理，将每
一户的管控责任落实到人，严格落实高风险
区住户足不出户、上门服务政策，做到应检尽
检、日结日清。继续做好全市静态管理，把高
风险区与社会面真正隔断开来，避免疫情跨
区域传播。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引导全民参与，筑牢疫情防控铜墙
铁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特别是村（社区）“两
委”组织发动群众的作用，用好正反面典型做好
宣传，压紧压实责任，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共同
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

东方

东方市细分网格压实网格管理责任，对
425个网格区，由市直单位包社区包网格，所有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下沉网格区，与镇
包点干部、社区（村）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协同编

组、同干、同责。对高风险区实行“五包一”责任
制，由包点市直部门、包点镇干部、社区干部、网
格员、医护人员负责该区域的疫情防控和群众
民生保障工作等，确保做到“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对中风险区实行区域管控，原则上居家、足
不出区，在严格落实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错峰
取物。同时，本轮疫情发生后，特别是东方实行
全域静态管理以来，该市迅速行动，通过加强物
资储备和供应、建立物资统一配送到户保障机
制、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等措施，用一切力量保障
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乐东

乐东黎族自治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8月17日，该县已开展了九轮大
规模核酸检测采样，截至当天17时共采集25
万余人。按照计划，自8月17日起，乐东高质
量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在划定的高风险
区连续3天开展3轮核酸检测采样，每一轮核
酸检测采样24小时内完成，其他区域将于8月
19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此外，自8月17日0时起，乐东已将高风险
区调整为4个，中风险区调整为3个。接下来，
乐东还将协同上级部门及省外支援力量，精准
高效开展“追阳”工作与流调排查，以最快速度
斩断病毒传播链条。

临高

根据疫情形势分析，临高县则确定以新盈
镇为重点的攻坚清零思路，在新盈高风险区按
照全域包围、网格封控、快速采样、快速检测、
快速“追阳”、快速转运、快速隔离、快速清零
的工作原则，全力做好新盈镇攻坚工作。在其
他乡镇通过压实属地责任、全员动员、严防死
守的方法，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确保不发生疫
情反弹。

严格中高风险区管控。科学划定中高风险

区，高风险区要按贴封条或门磁等硬隔离方式
封控，并每天不少于3次巡查和实行零报告。
对严格居家管控人员须以门磁等严格措施保
障。对新盈镇高风险区采取全域静态管控，组
织警力、机关干部在新盈镇边界进行社会管控，
防止风险外溢和交叉感染。

细分网格压实网格管理责任。采用网格封
控措施，以新盈镇高风险区为一个大网格；将大
网格分割成36个中网格，中网格成立临时党支
部，按照风险等级分为绿、黄、红三色管理，由县
派科级领导干部担任中网格长兼临时党支部书
记；中网格分为176个小网格，由328名县派干
部和300名镇村干部负责，确保每个小网格有
3名网格员负责全面工作。

陵水

为完成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标，陵水黎
族自治县将开展五项攻坚行动：包括日结日
清日管行动、高风险区严管行动、隔离点严
管行动、社会面管控行动、保供暖心行动。
在日结日清日管行动中，陵水以“安全、规
范、有序、高效”为原则，通过细化流程、无缝
衔接，不断优化“采、运、检、报”环节，提升

“追阳”效率。
为更加有效、科学加强社会面管控，切实

阻断病毒传播链条，陵水加严加密社会面管
控措施。在设置卡口、铁棚等硬隔离措施的
基础上，增派人员加强社会面管控力度，动员
全县党员干部、4780名志愿者投入抗疫，重
点下沉到村（社区）管控和服务中。同时，针
对高风险区域管控，陵水要求在每个高风险
区成立临时党支部，实行乡镇领导包保制；压
实网格管理责任，明确责任分工，做到社区
（村）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干警）、志愿者等
协同编组、同干、同责；建立户长制，实行包户
到人，每天每小时动态巡查 1次，确保做到

“足不出户”。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我省有关市县打响决战决胜疫情攻坚战

闻令而动 尽锐出战
■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儋州、万宁、东方、乐东、临高、陵水等市县围绕社会面
清零攻坚行动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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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月17日，三亚市公安局指挥大厅“追阳”提速行动专班工作
现场，“追阳”督导组以及落地找人组的值班民警加班加点，追踪调
查阳性患者的活动轨迹。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8月17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中心学校核酸采样点，
“双胞胎姐妹”关人婵（左1）和关人娟（左2）协助市民进行核酸
采样。 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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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夜间，在儋州市文化广场，“大白”们仍在一线奋战。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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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8月17日清晨5时，天刚蒙蒙亮，万
宁市万城镇南山社区干部陈威名的身
影，又一次出现在核酸样本转运工作的
队伍中。穿上防护服，戴好隔离面罩和
口罩，接上4名医务人员，他开始了分秒
必争的转运工作。

按照万城镇的统一调配，陈威名承
担着南山社区3个采集点位的样本转运
任务。为了保证样本的安全与活性，他
基本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完成一趟转运。

“从早晨7时采样开始，转运员基本
马不停蹄地工作。”交谈间隙，陈威名一
边查看手里样本的封存情况，一边不停
确认手机上的时间，估摸各负责点位采
集的样本进度。

“156管、157管、158管……时间差
不多了，准备出发！”时间很快来到8时，
陈威名即将开始当天的第一趟转运任务。

在安置二区采样点，陈威名熟练地
将一管管样本放入转运袋，待记录好相
关信息，他朝着装满采样管的黄色袋子
喷洒酒精，放入转运箱，进行二次消杀。
一套收样流程完毕后，陈威名立刻背起2
个转运箱，朝着转运车方向小跑前进。

此时，室外温度30多度。
炎炎烈日下，“全副武装”的陈威名

还没动几下，豆大的汗珠就顺着他的额
头一路流进眼眶。但他顾不得擦拭，脑
海里想的都是“快点”“再快点”。

5分钟后，陈威名来到了第二个采集
点。与之前步骤相同，他开始与现场工
作人员对接，核对样本的数量、时间，确
保不错一管、不漏一管，每个环节都小心

翼翼。
确认核查无误后，陈威名与医护人

员办好交接，转身再次提起转运箱，匆匆
跑向下一个点位。

陈威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样本送
检分秒必争，这项工作马虎不得。早一
分钟送检，就少一分风险。样本的活性
越高，正确率也就越高。”

跑完第3个采集点位，陈威名的防
护服早已被汗水浸湿。在高温的炙烤
下，他的隔离面罩上爬满了细密的水
珠。转运途中，汗水一遍遍打湿陈威名
的脸庞，他只能甩甩头，把脸上的汗水甩
掉，避免影响行车。

8时20分许，陈威名顺利地将第一
批核酸样本交到指定收集点。此时，他
的双层乳胶手套早已浸满了汗水，他知
道，双手肯定又被捂得皱皮发白。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样本第一时间
送检，万城镇专门成立了13支转运小
组，目前共有100多名村、社区干部投入
到核酸样本转运工作中。

和陈威名一样，这些特殊的样本“快
递员”每天在采样点位之间来回奔波，很
多时候都顾不上喝水吃饭。部分村域交
通不便，干部们就顶着烈日，骑着电动
车、三轮车与时间赛跑。疫情当前，每个
人都在用实际行动用心守护这座城市，
为疫情防控工作保驾护航。

第一轮转运刚结束，新的任务又即
将开始。

“走，马上回到点位去！”来不及停
歇，陈威名再次提起身旁的转运箱，向转
运车一路跑去。

（本报万城8月17日电）

万宁万城镇社区干部变身核酸样本“快递员”

早一分钟送检少一分风险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8月17日清晨5时，拂晓刚过，天已
开始泛亮，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
莺三社区，两条封条呈交叉状地张贴在
一栋栋民居或是院落大门上，上面“闭环
管理 禁止出户”等字样显得尤为显眼。
此时，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海侨已协同
医护人员及志愿者走进广场一街、二街
等街巷开始敲门采集核酸样本了。

这么早就要忙开了。那是因为吴海
侨这一上门采集核酸样本小分队承担着
当天上午8时第一批送样的任务。“这阵
子就两口在家吧？今天采样也是一人一
管哩！”吴海侨隔着院落刚喊了两声，屋
主郑道贵夫妇听到声响后，快步走过来，
隔着铁门配合医护人员采集。短短半分
钟时间，两口子就完成了核酸采集。下
一个采集户，则是吴多群一家五口。吴
家的孩子还睡眼蒙胧，但也十分配合完
成了核酸采集，这让千里之外奔赴乐东
支援的医护人员感到欣慰。

几乎同一时间，莺三社区另外9支

上门采集核酸样本小分队也已陆续在各
条街巷行动起来了。陈小磊是莺三社区
居委会副主任，当天所在的小分队被安
排负责镇北五道、六道的上门采集核酸
样本工作，这里属于新规划的居住片区，
居住人员相对密集，少说也有400多人
待检核酸，任务着实不轻。“早起干活也
挺好，不怕晒，不怕热！”乐观的陈小磊不
忘这般鼓励队友。

临近上午8时，吴海侨所在的小分
队将首批采集的48份核酸样本送检。
据悉，截至当天14时，该社区全部完成
2800余份核酸样本采集及送检工作。
莺三社区共有900多户，自8月11日被
划为高风险区以来，乐东有关部门及时
统筹安排，第一时间将全部住户的住家
贴上了封条，并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做好
生活物品及蔬菜的常态化保供。

下一步，乐东将协同有关部门精准
高效开展“追阳”工作与流调排查，把隐
匿在高风险区及人群中的感染者“捞干
捞净”，以最快速度斩断病毒传播链条。

（本报抱由8月17日电）

乐东莺歌海镇莺三社区：

一个封控区的采检“加速度”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8月17日9时，黄燚穿好蓝色防护
服，戴好橡胶手套，走进四川省人民医院
援儋州气膜方舱实验室，细致检查各区
空调运行状况，查看正压负压情况，确保
符合实验室检测质量规范。

来自四川省人民医院的黄燚是四川
援儋州气膜方舱实验室核酸检测质控督
导组组长，被同事称为拥有一双“火眼金
睛”的医疗“侦探”，他每天紧盯核酸检测
全流程细节，堪称检测质量“守门人”。8
月7日，从四川抵达儋州市后，他就投入
到气膜方舱实验室建设中，经过48小时
连续搭建，8月9日14时，四川省人民医
院援儋州气膜方舱实验室正式启用，实
行24小时不间断的开舱运转。

8月17日上午8时，四川援儋州抗疫
医疗队核酸检测前处理组和院感组工作
人员进入检测实验室中，对刚接收到的核
酸检测现场清点采集的样本，逐管进行拆
袋、编号处理，有序放入试管架中。试剂
准备区的工作人员也在忙着，配制扩增试
剂，为后续实验做准备。核酸检测人员提
取样本核酸，将核酸与试剂匹配。

“打开笔记本电脑和PCR仪，将匹
配的核酸和试剂进行扩增，放大信号，判

读结果，这一步需要约一个半小时。”黄
燚介绍，他进实验室后会重点检查设备
运行状况，确保扩增分析区的负压保持
最大的状态，不让里面的空气影响实验
室外面，安全开展检测工作。

“一切为了核酸检测，快一点，再快
一点。”该方舱实验室领队、四川省人民
医院副院长黄晓波介绍，该实验室共有
269名医护人员，来自30家四川省的医
院。他们创新探索实行潮汐式排班，实
验室的人员分为4个班次，24小时三班
倒，其中有个机动支援班，随时待命，根
据标本数量动态调整，从而精准匹配样
本检测人员需求。

检测队伍要修炼好“内功”，来自属
地政府的外部保障格外关键。黄晓波
说，要想实现“快检、快报”，前提是，必须
要实现“快检、快送”。

开舱以来，儋州市开展多轮全员核
酸检测采样，不断提升样本采样效率，加
快样本转运速度，相关部门派驻专人在
医疗队驻地统筹协调，密切和检测队伍
的沟通对接，为实现日结日清提供坚实
保障。据统计，截至8月17日，四川省人
民医院援儋州气膜方舱实验室累计检测
超过27万管样本，可实现“日结日清”。

（本报那大8月17日电）

四川援儋州气膜方舱实验室：

24小时轮岗检测分秒必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