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7日，在三亚美
菜网运营中心，工作人员
在搬运打包好的蔬菜。

为进一步做好中高风
险区居民服务保障工作，
三亚市物资保障部门和各
区组织保供企业、商超、菜
篮子平价网点等进行点对
点直供直配，社区工作队
通过建立社区管理台账，
摸清各类人员底数，建立
社区服务微信群，做好上
门服务工作，将生活物资
送到居民手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点对点直供
做好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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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省直机关志愿服务队4批2000余名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筑牢疫情防线 扛起责任担当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8月16日上午7时许，熬了一夜
的陈忠华，看到派出所门口桌上放着
热腾腾的椰子糕和绿豆汤，心头一
暖。他知道，那位老大哥又来了。

“8月11日，天刚蒙蒙亮，一位身
穿褐色上衣、戴着口罩的大哥骑着摩
托车，送来10个椰子和一箱矿泉水，
走后不到10分钟，他又送来一箱咖
啡。”万宁市公安局后安派出所负责人
陈忠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原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爱心“投

喂”，可到了第二天，同样的时间，这位
老大哥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派出所门
口。这次，他端来了一大锅热乎乎的
绿豆汤。

“为了给食物保温防尘，他还贴
心地给锅封了口，为民警带来碗
筷。”后安派出所副所长陈有勇说，
这些细节，对他触动很大。

“本轮疫情发生后，后安镇共有
两个地区被划为高风险区域，为了
加强疫情防范，所里的民警和辅警
全员 24 小时坚守，奋战在抗疫一
线。”陈忠华介绍。

由于近期任务艰巨，起初，这位老
大哥的善举，并没有引起大伙的过多
注意。谁知，第三天、第四天，派出所
门口的桌上，又出现了这位大哥留下
的食物。有自制的椰子糕、香甜的椰

子，也有新鲜的木瓜、猪肉和鸭蛋。这
位好心的大哥全程停留不超过十秒，
放下东西就走。

“那一刻，我真有点坐不住了。”
陈忠华说，看着这一份份珍贵的爱心
物资，自己真想第一时间找到这位好
心的大哥，问问他的姓名，跟他好好
道声谢。

不知不觉地，这位默默无闻的
老大哥，浸润了每一名后安派出所
民警的心。“他还会再来，请你们把
他留住。”陈忠华在工作群里向大家
提议。

8月14日中午，那个熟悉的身影
又出现了。

“几位民警一起把摩托车拦了
下来。”陈忠华说，这也是大家第一
次见到这位老大哥的真容，“他本不

愿透露姓名，一直说‘自己做的都是
不足挂齿的小事’。”

在民警的百般追问下，大家才知
道，他名叫林云波，今年50多岁，家
住后安镇六合村林宅村民小组。这
些天，派出所民警在抗疫一线的辛勤
付出，他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拦车”现场，陈忠华热情地邀请
林云波到办公室喝口热茶，林云波急
忙摆手，他不愿耽误大家的工作。

无奈之下，陈忠华从口袋里拿出
仅有的500元，希望能代表后安派出
所全体民警，略表心意。这一举动，让
善良的林云波红了眼眶，他强忍着泪
水，哽咽地拒绝：“你们没日没夜奋战
在抗疫一线，你们为我们付出了太多
太多。”

事后，六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林觉权告诉记者，林云波家
里并不富裕，他的小儿子每个月要
花数千元看病，他自己的收入也不
稳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林云波
的热心肠。“村里人有困难，他总是
不求回报地帮忙。要是有人帮了
他，他也总是尽自己所能回馈更
多。”林觉权说。

因为担心林云波来回奔波太危
险，后安派出所的民警们极力劝阻林
云波，不要再来“投喂”大伙。可8月
16日上午，他趁着天没亮，又来了。

看着林云波精心准备的食物，
民警们心头备感温暖。

“这是一次充满爱意的双向奔赴，
更是群众对我们抗疫工作的鼓舞，也
是对我们的鞭策。”陈忠华说。

（本报万城8月17日电）

“疫”线点滴事 警民鱼水情

本报三亚8月17日电（记者李
艳玫）8月17日5时许，三亚市海棠
区游客集散中心灯火通明，从各个酒
店前来的游客在这里集合，准备乘车
前往机场。

8月16日起，三亚调整滞留游客
前往机场临时公共交通专线的时间，
发车时间提前至5时，末班车时间也
延长至24时，为滞留游客返程提供
方便。

比游客来得更早的是志愿者。来
自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省一中院等单
位的志愿者4点多就起床，简单吃过
早餐后来到现场。他们主要负责查验
游客各项信息，引导游客乘车，随车带
领游客到机场等服务工作。

连日来，我省在严防外溢的前提
下，加强与接收省份和港航企业的沟
通协调，向各地发送协调航班的函
件，共商安排旅客返程航班，加速推
进滞留旅客返程工作。

“起飞了。”8月16日6时58分，
当看到机场屏幕上显示BK2830航
班已顺利起飞，忙碌了一晚上的三亚
旅文集团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127
名游客能平安回家，我们再困再累也
值得。”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三亚市委、市政府统
一安排下，8月16日凌晨，三亚旅文
集团旗下天涯海角国际旅行社联合
奥凯航空迅速应急开通三亚至长沙
包机，运送127名滞留旅客返程。从

8月15日晚上7点接到政府包机任
务，到9点完成航班编号挂出，仅耗
时2小时。

在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假
酒店，来自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的
志愿者王朝富从8月12日到达后，
不间断地参与组织滞留游客返程工
作。他积极了解并向滞留游客传达
最新的返程政策、安抚并提供返程
方案、沟通协助订票等，加快游客回
家的速度。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省经发局的30名青年主力军刚刚结
束消博会的任务，还没来得及休整，
就投入到三亚疫情防控工作中。他
们和省属高校教职员工分为三组分

赴海棠湾、三亚湾和亚龙湾，主要协
助做好滞留游客返程工作。

他们当中，有人有着消博会人员
与数据管理、大数据管理与运用的丰
富经验，有人精通外语，凭借这些优
势，进一步加快游客返程速度。省经
发局全球新闻官、哈萨克斯坦人鲁斯
兰，是省直机关志愿服务队中唯一的
外国人。

针对海棠湾外籍游客多、语言障
碍导致沟通不畅的问题，鲁斯兰与外
籍游客打成一片，搜集了解外籍游客
的合理诉求与意见，协助外籍游客提
交离琼申请、购买机票，协调解决合
理需求，安抚游客情绪，在外籍游客
管理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海口方舱医院完成建设
可提供床位5878张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获悉，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海口方舱
医院已完成建设。该方舱医院内的3、4、6、7、8号
馆全部建设完毕，可提供床位将达5878张，为全
省新冠患者救治贡献海口力量。

目前，海口市方舱医院在省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全省一盘棋”的统筹调度下，负责收治轻症
和无症状感染者。在舱病例情况基本稳定，医务
人员严格按照第九版诊疗方案进行救治，密切关
注病患生命体征，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个体情况，分
层诊疗、分级救治。

信息“小模板”
服务交通运输“大文章”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豌 通讯员许绩晓）近
日，面对疫情下各类交通运输保障需求，临高县交
通运输局推出的8张信息小模板，广受交通运输
从业人员欢迎。

据悉，这些模板涉及运输需求采集、供给匹
配、车辆调度、任务下达、执行反馈、通行证快速办
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等多方面交通运
输保障问题。每个模板包含7至12个基本问题，
下方随附该问题承办人及电话。每遇到交通保障
需求，工作人员可选择相应模板，通过手机短信、
微信，快速填写信息并处理，用“小模板”做出了交
通运输保障“大文章”，明显提升了交通运输应急
保障能力和运转效率。

开通包机送游客、外语人才做服务……

三亚全力保障滞留游客返程

■ 综合本报记者

在核酸采样点为群众采集核酸检
测信息；穿梭于街巷为封控管理中居
民送去生活物资；在酒店为滞留游客
提供贴心服务……他们是“大白”，是

“骑手”，是“服务员”，他们是海南省直
机关青年志愿者。

自8月初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面
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海南省委直
属机关工委迅速行动，先后组织海南
省直机关青年志愿服务队4批20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奔赴“疫”线，他们用
行动诠释责任担当，构筑起一道坚固
的疫情防线。

奔赴“疫”线 义无反顾

“逆行，是省直机关青年应有的担
当。我想为孩子树立榜样。”于娟是来
自省委外办的志愿者，也是一名5岁
孩子的妈妈。8月12日起，她被派往

三亚吉阳区月川社区，协助医护人员
进行上门核酸采样。截至目前，省委
外办共选派两支志愿服务队共12人
分别赴三亚和陵水参加抗疫工作。

8月初以来，省林业局选派3批共
20名党员干部奔赴三亚市，全力投入
抗疫工作。在三亚市吉阳区、天涯区，
省林业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配合驻点
社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做好核酸检
测、场地布置、物资准备、卡点值守管
控等工作，用严谨、快速的实际行动扛
起林业系统党员干部的担当。

响应省委号召，助力疫情防控。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8月6日以来先后组织
41名青年志愿者队伍奔赴三亚、陵水等
地抗疫，他们战斗在抗疫一线，牢牢守
住了抗疫阵地。在驻点酒店，志愿者颜
丹红主动担任信息采集员。身着不透
风的防护服，一天工作下来，她的衣服
早已湿透，手掌因频繁使用消毒液而泡
发，但她毫无怨言。在隔离酒店，志愿
者易建阳和李茂林背着40斤重的消毒

水，从一楼爬到八楼，开展全面消杀。
刚大学毕业的傅靖凌也主动请缨奔赴
三亚，面对父母的担忧和关切，她说：

“比起冲锋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的辛苦
和危险，我的工作不累。”

抗疫一线 党旗飘扬

“身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前，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省人社厅政策法
规处志愿者翟祥在陵水方舱实验室负
责运进核酸检测样本和运出医疗废弃
物。今年44岁的他，是该方舱实验室
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穿着防护服在方舱实验室工作，
除了心理压力较大，体能也是一个很
大的考验。”在来回搬运物品和反复弯
腰打包的过程中，翟祥很快就会出汗、
喘气、腰腿酸胀，但他告诉自己“必须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共产党员责无
旁贷；一面面党旗在抗疫一线飘扬，一

枚枚党徽胸前闪耀。海南省委直属机
关工委号召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在
疫情防控中，当先锋、作表率，用责任与
担当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红色力量。

将党旗插在第一线、堡垒筑在最
前沿。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分3批
次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共计50人驰
援三亚，其中九成是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冲上一线，
到最需要我们的岗位上。”该厅第三批
青年志愿服务队10人支援三亚榆港社
区、新建社区两个高风险区，配合医护
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核酸采样。尽管疲
惫，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喊苦说累，始
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决心。

防控前沿 履职尽责

疫情防控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
在基层。省直机关青年志愿服务队服
从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和社区党组
织调度，下沉基层服务，投入综合协

调、人员摸排、健康监测、后勤保障等
相关工作，贡献应有之力、应尽之责。

在三亚月河社区参加志愿服务的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志愿者
有8人。作为首批进驻月河社区的志
愿者，他们每天早出晚归，采集核酸信
息、维护现场秩序、补充物资材料。“无
论在哪个岗位，我们都要全力配合，打
赢疫情防控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该
局志愿者刘忠义说。

“哪里需要人，我可以去支援”“让
我来、让我上”……支援三亚海棠区南
田居抗疫以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志
愿者刘家豪每天坚守在点位上，得知采
集员紧缺后，他第一时间注册开通采集
员账号，负责采集信息录入工作。

8月14日，按照三亚市疫情防控
工作的统一部署调度，刘家豪转战驻
扎到隔离酒店。“作为‘新岛民’，我想
为海南抗疫奉献一己之力，与海南人
民一起共克时艰！”刘家豪坚定地说。

（本报三亚8月17日电）

运送旅客人数超5万人

海口滞留旅客
超半数已返程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习
霁鸿）海南日报记者8月 17日从海
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获悉，截至 8月 17日上午 11时，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已执飞航班349架
次，运送旅客50371人。港口方面，
自8月16日海口恢复港口客滚船发
班后，截至 17日 10时，累计发船 6
班，运输过海小车893辆，旅客3804
人。目前机场、港口共运送旅客人
数达 54175 人，超过半数滞留旅客
已返程。

接下来，海口将继续为滞留旅
客提供温馨周到细致的服务，切实
保障因疫情滞留海口的旅客安全有
序返程。

敢打大仗 善打硬仗

海南控股2天建成
江东新区方舱医院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臧会彬）3个隔离舱，1500张隔离病床在干净明
亮的房间整齐划一，医务人员通道、患者通道排列
有序——8月17日深夜，经过48小时昼夜鏖战、
轮班抢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高质量完成海口江东新区方舱医院建设，
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任务。

8月15日晚，海南控股临危受命，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抢建方舱医院的紧急工作部署和要
求，连夜组建公司方舱医院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火
速制订方案，优化施工流程、紧急开展物资采购、
组建施工队伍。

“我们要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方舱医院建
设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提升工作效率、缩短作业
时间，我们克服种种困难，采取交叉作业等方式，
做到48小时连轴转、不停歇。”海南控股旗下海控
置业总经理施慰表示。

“海口江东新区建方舱，谁报名？”消息一发
出，海南控股施工项目工作群里立刻被“我报
名”“我参加”的信息刷屏。疫情当前，大家舍
小家为大家，主动投身到抗“疫”一线。在2个
小时内集结了在海口各封闭施工项目部党员干
部及水、电、安装等施工作业人员，近800人组
成的援建队伍，迅速奔赴现场，投入到方舱医院
的建设中。

白天，机器轰鸣、人流穿梭；夜晚，灯火通明、
焊花闪烁。

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
准，落实施工安全措施，采取24小时轮班作业方
式交叉施工、滚动推进，确保以最快速度完成建设
任务。

在省委、省政府方舱医院建设专班的指导下，
48小时以来，海南控股与施工单位中建三局集团
（海南）分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等参建单
位统筹指挥调度，加强工作协同，优化施工流程，
国家、省防疫专家组以及即将进驻的托管单位省
中医院实时跟进建设进度，做到了紧张有序、高质
高效。

海南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军平表示，海
南控股将省委、省政府赋予的方舱医院建设重
任作为公司当前头等优先的大事要事，坚持高
位推动，配置最优资源、组建最过硬队伍、拿出
最强干劲，以分论秒倒排工期，全力以赴，用坚
强有力的政治担当完成了光荣艰巨的使命任
务，努力为全省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作
出海控应尽的贡献。

“无人机+大喇叭”
临高防疫宣传出新招

本报临城8月17日电（见习记者李豌 通讯
员吴梦姣 卢景超）“居家防疫也要防火，警惕忽视
防火造成损失……”8月16日下午，在临高县新
盈镇，一段临高方言版防疫防火安全知识广播从
空中的无人机上传来。

连日来，新盈镇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的
社区管控措施，做好防疫防火等知识宣传、促进居
民安全居家至关重要。临高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消
防救援大队录制临高方言版“致新盈人民的一封
居家防疫倡议书”和防疫防火科普知识音频，并于
8月16日下午派出3架无人机，深入新盈镇开展

“无人机+大喇叭”高空循环播放，提醒群众居家
期间做好防疫防火安全工作。

据悉，借助无人机覆盖面广的优点，可减少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与群众的直接接触，宣传过程中
还可以实时喊话，大大提高防疫宣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