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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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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8月17日，一则“8月18日00：
00至06：00入户采集核酸样本”的
通知，很快就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利
国镇赤塘村的小广播及村民微信群
里传开了，有部分村民不理解甚至
有些“埋怨”。8月11日，赤塘村就
被列为了高风险区。

“凌晨采样，清晨送检，上午就
能尽快筛检，当天才能更精准高效
地开展‘追阳’工作”“只有精准调配
力量，以最快速度斩断病毒传播链
条，才能早日解除封控”……

在小半天的时间里，经镇干部、
驻村干部及村“两委”干部耐心讲明
缘由及利害，村民们最后纷纷表示
支持。可是，赤塘村有1800余户，
街巷较为复杂，又是半夜，如何高效
地采集核酸样本？大伙经一轮“头
脑风暴”敲定，把该村按网格划分为
20个采样小分队，每队安排一名熟
悉村况的党员干部组织协调，一名
医护人员采样，一名志愿者协助流
调溯源，各路人手做足了一切准备，
按着街巷轨迹提前划出了大致入户

“地图”。
8月18日0时，该村第六村民

小组组长陈活与医护及志愿者陆续
敲响了一户户村民家的大门，村民
一听到声响就快步走出。一开始采
样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不过，待凌晨
1时之后，部分村民已睡着。“敲门、
拉开嗓门喊，但个别住户尤其是小孩就是不好叫醒，有
时等了十多分钟才走出来，但还是要加速完成采样！”
陈活介绍，好在即便到了凌晨两三点，村民也十分自觉
配合采样工作。

临近凌晨3时，20个小分队采样工作大多已过
半，此时，利国镇委副书记陈言顺与村党支部书记曾其
卫也在忙着协调各路人手当天清晨送检等事项。

“终于搞定！”经过一轮通宵忙碌，当天清晨5时，
赤塘村提前完成了4000余名村民的核酸样本采集工
作。利国镇镇长张洁介绍，目前全镇常住人口为5.8
万余人，截至8月18日，包括赤塘村共有1.9万余人划
进高风险区，当天凌晨已全部完成核酸样本采集工作。

乐东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部署，8月18日0时至6时，该县高风险区已全部
完成核酸样本采集工作。当天6时至16时，乐东其他
区域也紧跟着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下一步，乐东将协
同有关部门持续调配疫情防控力量，以最快的时间应
转尽转感染者和密接人员，赢得时间赢得主动，切实做
到“日清日结”，确保如期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本报抱由8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8月18日上午6时许，47岁的
东方海汽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徐忠军便出了家门。他要前往东方
汽车站领取防护服、防护面罩等防
护物资，为投入核酸检测样本送检
做准备。

穿好防护服，上午7时许，徐忠
军和随车押运员汇合，开车前往“责
任区”——东方市八所镇蒲草村。
半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蒲草村蒲
草小学核酸采样点等候。

“您好，转运人员已到位，等待
随时转运。”徐忠军立刻拨打了该核
酸采样点负责人的电话，报备有关
情况。医护人员已于上午7时许开
展了核酸采样。

蒲草村被列为高风险地区。而
徐忠军主要负责被赋黄码人员核酸
检测样本的送检。“早一分钟将样本
送检，就会少一份传播风险。”徐忠
军说。

“有17个单管。”上午8时许，徐
忠军和随车押运员接收了医护人员
送来的样本转运箱和单据。他俩将
转运箱放在车的后备厢，便迅速启动
车辆向东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
去。到达该中心后，随车押运员去排
队登记，徐忠军则利用这个时间加紧
到中心的车辆消杀点进行消杀，并消
杀防护服、脱换防护服。在等待押运
员脱换防护服后，两人又快速朝蒲草
村驶去。

“除了责任点位，我们也随时接
收机动任务。大家都在防疫工作群
里，有任务来了就接，24 小时待
命。”徐忠军说，“第一时间报名参与
了样本转运，希望能为东方抗疫出
一份力。”

东方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及物流管理岗负责人
王禹棋说，8月5日以来，陆续召集东方海汽运输有限
公司、东方荣世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曹操出行、优客
出行等多家客运公司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参与核酸
检测样本送检工作，目前已有200多人，“每天凌晨开
始，就会根据当天采样点位及出车司机数量，安排当天
样本转运任务，提高转运效率。”

“这些司机基本覆盖全市范围核酸采样点。他们
比较熟悉路况，也方便开始样本转运工作。”东方市交
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启用出租车、网约车司机，
主要为补充核酸检测样本转运运力，便于快速送检，助
力实现“日清日结”。

（本报八所8月18日电）

8月18日，三亚美丽之冠大剧院的核酸样本转运站，志愿者进行核酸样本交接。

8月18日，三亚春园社区，核酸采样人员上门为居民采样。

8月18日，位于三亚美丽之冠大剧院的核酸检测实
验室，检测员对核酸样本扫码。

近日，三亚进一步优化“采、送、检、报、收”流程，压
实各检测机构责任，明确时间节点，全力做到快采、快
送、快检、快报。 本组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努力优化流程 提高检测效率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艳玫 周月光

挖掘宾馆、酒店、学校宿舍等资源，加
大定点救治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储备；
公交司机化身“大白”，加快相关人员转
运；专业公司进驻社区，全面开展楼栋消
杀……落实“四应四尽”“日清日结”要求，
当前，三亚正按照“快收、快治、快转”要
求，进一步优化防控处置机制和环节，加
快应收尽收、应转尽转，奋力实现高质量
社会面清零目标。

酒店积极行动腾出隔离房间

“您慢走，欢迎以后再来三亚。”8月18
日1时40分，在三亚一酒店大堂，总经理刘
丽和几名工作人员送走最后一拨客人，紧
接着忙起酒店消杀、客房清理等工作。

8月17日下午，三亚市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临时征用33家酒店宾馆作为集中隔
离场所的通告，其中包括上述酒店。得到
消息后，该酒店迅速成立保障工作组，全
力做好酒店清空工作。

经过统计，8月17日该酒店28间客
房还有58名住店游客，如何保障他们迅
速安全离店是当下最需解决的事情。“我
们快速组建一支由管理层、客房、前厅等
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队伍，每人负责两间客
房，一对一上门做好解释工作。”刘丽说。

安顿好客人，刘丽又马不停蹄发动员
工，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坚守岗位。“酒店
作为集中隔离场所，清洁、消杀、餐饮、服
务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员工。”刘丽第
一个站出来，申请留在酒店工作。来自前
厅、客房、餐饮、安保等部门的员工纷纷响
应号召，一支60人的酒店保障队伍组成。

8月17日，三亚组建海棠湾、三亚湾、
亚龙湾3个隔离酒店宾馆统筹专班，以最
快速度完成准备工作，为应转尽转、应隔
尽隔提供基础保障，确保如期实现社会面
清零目标。

社区组建“消杀志愿小分队”

“大家戴好手套、口罩，穿好防护服，
全面做好防护，消杀工作一定要全面彻

底，确保不留任何盲区和死角！”8月18日
下午，在三亚市吉阳区新月社区利泽海月
小区内，几名“全副武装”的专业消杀人员
调制好消毒剂，背上喷雾器，在小区的楼
道、电梯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新月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
健介绍，专业消杀公司每天定时到社区进
行全方位消杀。同时，社区组建一支“消
杀志愿小分队”，对社区居委会办公场所、
阳性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所在楼宇以及
转运车辆经过的街道等区域进行全方位
消杀。

“门把手、楼梯的扶手都是重点消杀
区域。”当天下午，三亚嘉希消杀工程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浦大科一边讲解，一边为新
月社区“消杀志愿小分队”队员示范如何
科学、安全地开展消杀工作。

公交司机化身“大白”加快转运

“怎么了？”“车子出故障了！”“赶紧把
人员转到我车上，我来转运。”8月18日晚
20时，三亚公交集团司机刘胜利把3名密

接者送去隔离点返程途中，看到一辆出租
车停在路边，一名“大白”停在路边焦急地
打电话，他立即上前询问。

为尽快阻断病毒传播链，三亚公交集
团的司机们冲上一线，身穿防护服化身

“大白”，有的开公交大巴转运密接人员和
阳性感染人员，有的开出租车转运密接人
员和阳性感染者。

8月6日以来，每天上午8时，三亚公
交集团司机刘胜利准时出车，按照三亚疫
情防控相关单位分派的名单，一方面从社
区把密接人员转运到隔离点，另一方面把
隔离点解除隔离的人员送回家。

“防护服穿着行动不方便，最难受的
是，防护服穿上一会全身就湿透了，一整天
身上都臭烘烘的。”刘胜利说，不到万不得
已他是不喝水的，一方面疫情严重物资紧
张，尽可能减少消耗防护服，另一方面为加
快转运速度，因为防护服穿脱很耽误时间。

刘胜利和同事们转运密接人员和阳
性感染人员，一天两班倒，白班12个小
时，晚班12个小时，24小时不停转运。

（本报三亚8月18日电）

三亚积极落实“四应四尽”“日清日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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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8月17日晚，三亚第四方舱医院开舱
接收患者，连日来，一批批建设者争分夺
秒，挑灯夜战，跑出三亚第四方舱医院建
设加速度。尤其是上海第二批援琼医疗
队提前介入建设，保障了三亚第四方舱医
院顺利开舱。

8月12日，接到援建三亚第四方舱医
院任务后，中铁建设立即成立建设指挥
部，分设8个工作小组，全面启动援建工

作。8月13日下午，选址完成，中铁建设
400余名在三亚的工人就地编入援建队
伍，海口5个在施项目部迅速租用6辆大
巴，连夜将300名工人送至援建现场。

中铁建设指挥部同步紧急筹措物资，
列出需求清单、锁定岛内外资源，第一批
省外物资从下单到送达仅用14个小时。
同时从河北、湖北、广东、海南四省调拨的
1300余种、260车次主要援建物资也在进
场24小时内全部送达。8月14日晚，指
挥部再从在施项目再调集300余名工人

到场支援，施工高峰期，现场1094名工人
同时作业，所有工序平行施工。

三亚第四方舱医院由上海第二批援
琼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收治轻症和无症状
感染者。上海第二批援琼医疗队500位
队员来自14家医院，不少队员都有参与
武汉和上海疫情防控工作经验。

8月15日傍晚抵达三亚后，上海第二
批援琼医疗队就来到还在建设中的三亚
第四方舱医院，连续两个晚上从流程设
计、病区改建、信息系统建设到空调、淋浴

改造、医废处理等每一处细节，与建设方
反复讨论，不断完善。

此外，上海第二批援琼医疗队负责人
协同各家医院医疗队，制定方舱医院医疗
工作流程，开展医护及工勤、安保人员培
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还将上海临港
方舱医院开发的信息化系统成功“复制”到
三亚，实现高效、精准收治、管理方舱患
者。三亚第四方舱医院也成为我省第一个
启用信息化电子扫码入院和实现电子病历
书写的方舱医院。（本报三亚8月18日电）

上海第二批援琼医疗队提前介入建设

三亚第四方舱医院顺利开舱

万宁：

用好政务公众号
营造良好抗疫氛围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核酸检测怎么避免感染，以下几点
要注意……”万宁市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

“万宁发布厅”近日推出的一则短视频，转
发数“10万+”，点赞数1.5万，对于防疫科
普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万宁
市“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通信息传
递壁垒，充分利用好政务微信公众号，
线上以市级“万宁发布厅”和乡镇一级
微信公众号为主，线下以乡村大喇叭
为主，宣传防疫政策、防疫措施、防疫
科普，并通过微信群，将信息传达到各
个村民小组。

疫情当前，“万宁发布厅”微信公众号
是万宁疫情的信息首发场所，万宁市充分
利用这一政务公众号平台发布新增确诊
病例信息、高中风险区设定、以及万宁保
供渠道等信息。第一时间让市民了解疫
情情况。

万宁发布厅还开设了疫线报道、疫线
答疑和防疫科普等专栏，全方位营造抗疫
氛围。万宁发布厅通过开设“疫”线有我
专栏，以视频、动画等聚焦党员干部、基层
一线工作者、志愿者的感人事迹，鼓舞士
气，同时树立负面案例典型。截至8月17
日，“疫”线有我专栏发布65篇典型报道、
其他典型内容发布32篇。

在疫情一开始，万宁市山根镇政府
通过镇政府微信公众号“山根视界”发
布志愿者招募令，很快就有100多人报
名参加志愿者队伍，“我们得以提前培
训志愿者，争取主动权。”山根镇党委书
记陈江说。

山根镇政府还利用“山根视界”推送
基本的疫情防控信息，要求各村转发到村
民小组，抵达到每户村民家，畅通重要信
息的上传和下达。

“宣传工作做到位，就能最大程度获
得群众支持。”陈江说，山根镇连续组织群
众进行核酸采样，都能快速有效地完成采
样任务。

8月11日开始北大镇出现阳性感染
者，开始了封控管理，12日就有群众打电
话过来说买不到菜。“万宁发布厅”第一时
间就向外发布北大镇推出的“套餐式”保
供配送方法，一经推出，阅读量就很高。
北大镇的做法，还迅速通过政务公众号为
其他乡镇所借鉴。

（本报万城8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