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在抗疫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8月21日，在海口狮子岭工
业园，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二公司的
志愿者正搬运援助临高的抗疫物资。

⬇8月20日，在海口新海港，省
交通运输厅志愿者忙着引导援琼车
辆进岛离岛，过了饭点才吃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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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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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港澳委员捐赠
大批物资支援抗疫
总价值约142万元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刘操 陈雪怡）
汇聚爱心，抗击疫情。8月21日上午，省政协港
澳委员向海南捐赠的第一批抗疫物资送到省红十
字会，由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一分配。8月
21日下午，物资已发往万宁、乐东等市县。

据了解，8月19日下午，省政协港澳台侨外
事委员会呼吁全体省政协港澳委员向基层一线抗
击疫情的工作人员捐赠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充
分展现港澳委员的责任担当和爱心善举。28名
省政协港澳委员立即响应，踊跃捐赠，捐赠物资包
括牛奶、菊花茶、矿泉水、方便面、饼干等生活物资
及部分医疗物资。

据悉，省政协港澳委员第二批捐赠抗疫物资将
于8月22日送达海口，之后发往陵水、乐东等地。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罗霞）
送菜、送米、扛煤气罐……美团外卖骑
手王冠辉和其他百余位骑手一样，近日
第一时间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这几天
在儋州快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配送
任务。“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我们在配送方面有经验，希望能为抗疫
多出点力。”王冠辉说。

当前，海南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
价格总体平稳，确保“最后一公里”通畅
是保供工作的重点之一。一些电商平

台积极发挥优势，创新举措，通过人力
支援、服务优化等多种方式，畅通我省
部分市县生活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更好地服务群众。

美团积极保障用户生活物资“好拿
取”“不涨价”，推出无接触配送服务，在
海口、三亚等城市加速铺设外卖智能取
餐柜；美团外卖在一些管控区推出“内
循环”式的独立外卖配送服务，骑手的
配送和住宿都在管控区内闭环，打通生
活物资配送“最后100米”；美团买药在

海南上线慢病关爱计划专区，满足高血
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用
户的用药需求；给海南新门店开通上线
外卖“绿色通道”；美团优选联合平台商
家保障供给，储备的商品以居民日常高
频需求品类为主，包括生鲜果蔬、肉禽
蛋奶、米面粮油、酒水乳饮以及冷冻食
品等。

拼多多以及旗下多多买菜业务则积
极参与物资保障工作，调配各地供应商
驰援海口中心仓，并为参与此次保供的

供应商提供专项补贴；推出专项津贴，鼓
励多多买菜各地站点团长成为城市配送
志愿者；“多多买菜”海南区推出米面油
套餐、肉蛋菜套餐等“抗疫专供包”，重点
解决社区居民急需的生活物资。

京东集团利用供应链上下游生态
企业资源，不断为海南抗击疫情贡献物
流、货物和科技资源。京东物流加快设
立社区无接触保供站；京东超市整合优
质货源，粮食、方便食品、饮用水、牛奶、
冷冻速食等库存充足。

电商平台创举措，全力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骑”心协力保供应

抗疫一线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符志敏

在海口市秀英区时代城小区，有这
样一群人，自8月8日时代城2期3栋被
划为高风险区以来，，他们主动请缨，坚
守一线，用实际行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
力量。他们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志愿
者、有的是热心居民……连日来，他们
积极配合医护及防疫工作人员，为隔离
的居民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大家足不
出户可享受各项服务。

热心业主当起志愿者

“小孩怎么没戴口罩？”8月19日
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时代城小区门
口，志愿者孙骏给出入小区的邻居扫
码测温。看到防护不到位的人，孙骏
也没忘了提醒。

“小区17日刚刚解封，居民都比较
兴奋。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松懈，
这几天社区再次安排了志愿者在小区

门口值守，监督居民外出做好防护，做
到‘解封’不‘解防’。”孙骏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时代城2期共有17栋楼，有1100
余户3000多名居民。居家隔离期间，
居民的日常生活保障成了大问题。
在社区的号召下，众多热心居民加入
了志愿者的队伍，业主孙骏就是其中
一员。

每天一大早，孙骏就来到保安
室。把邻居们订的外卖和快递包裹进
行分拣，放入手推车上，再上楼送到每
户邻居家中。离开时，他还会细心地
把邻居家门口的垃圾带走。高温下，
穿着防护服的孙骏每天至少要来回跑
50多趟。

“有任何需求，都可以联系我，我
的电话24小时接通。”担心邻居居家隔
离期间遇到困难，每次送包裹时，孙骏
还会把手机号码留下。

有了这句承诺，很多邻居遇到困
难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孙骏：有人家
里的水电充值卡欠费了，把钱交给孙

骏下楼帮忙充；独居老人手骨折不能
做饭，也不会手机点外卖，孙骏便主动
帮他定了盒饭；患糖尿病的邻居胰岛
素用完了，孙骏马上反馈给社区，安排
医务人员及时送来……

“每天看着这些‘大白’大热天里
为我们的事情来回奔波，心里非常感
动。”小区居民孙女士说。

据悉，为做好贴心的管理和服务，
秀英区长流镇成立临时党支部，34名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组建志愿服务队，
106位居民主动加入，为高风险区域内
的群众提供“菜单式”人性化服务，让
大家足不出户可享受各项服务。

党员先锋坚守一线

因小区居民都被要求居家隔离，
入户进行核酸信息采样成为临时党支
部的重要工作。“我当了好几年的网格
员，对小区居民情况最熟悉，3栋就由
我来负责吧！”在分配任务时，临时党
支部成员王齐富主动认领了传播风险

最大的一栋。
从8月8日至8月17日，王齐富连

续10天穿着防护服陪同医务人员“扫
楼”，进到居民家里进行一人一管的核
酸采样。在当好核酸信息录入员的同
时，王齐富还要监督小区的疫情防控
工作。每次入户前，他都要仔细查看
居民门上的封条是否完好无损。完成
采样后，再把封条贴上。

家住3栋的曾女士不久前进行了
手术，术后伤口还未拆线就遇上了小
区封控，无法去医院拆线。8月13日，
担心引起伤口发炎，曾女士向王齐富
求助。王齐富咨询了长流镇疫情防控
指挥部后，得知高风险区可以联系医
务人员上门，他立即联系了长流镇卫
生院。当天下午，王齐富同卫生院派
来的医生穿上防护服，来到曾女士家
中，帮她拆了线。

正是有了党员和志愿者的协作配
合，扛起了服务居民生活及疫情防控
各项重担，居家隔离更显温度。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海口秀英区时代城小区组建临时党支部和志愿服务队

点对点保障“菜单式”服务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王旭朝

本轮疫情以来，省国资委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动
员、全面部署、全面指导各国有企业疫
情防控工作。省国资系统各企业主动
投身抗击疫情第一线，不计代价、不讲
条件，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全
力支援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据统计，自8月7日以来，我省国
有企业报名支援抗疫的志愿者已达
2087人。截至21日，出发前往三亚、
陵水等市县支援抗疫的志愿者有1267
人，主要由省国资委机关和省属重点
监管企业、省金融企业、省文化企业和
中央驻琼企业志愿者组成。

同时，石油石化、电力能源、通信
运输、粮油果蔬等关键领域的海南国
资国企挺身而出，全面保障服务供应，
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基本民生需求

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石化海南炼化统筹供应渠道，

保持生产运行稳定，确保海南全岛油品
供应稳定；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开辟防疫
专用加油安全绿色通道，全面落实“油
品不断供、商品不涨价、服务不打烊”的
服务承诺；大唐能源、华能海南、华能昌
江核电、国家能源海南分公司、中海油
气电集团海南分公司等单位投身抗疫
保供主战场，争当保供顶梁柱。

海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联通、
海南铁塔等企业多批次投入应急车
辆，确保海南各地区网络畅通；海南电
网近期已完成海口、三亚、儋州、琼海、
临高等地的多家方舱检测室送电工
作，保障疫情防控用电需求。海南粮
油贸易企业全力保持粮油副食产品供
应，海南农垦40吨瓜菜支援三亚，保障
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海南控股多措并举严防死守、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海南机场切实抓好
防输入、防外溢、保畅通。截至21日，
岛内三家机场通过包机和商业航班已
累计保障滞留旅客离岛航班1000余
架次，运送滞留旅客超14万人，同时累
计保障医疗包机139架次、旅客1.8万
余人次、医疗物资超11万公斤；海汽集
团调派上万辆车次，运送1.88万趟次，
转运量近19万人次。

海南国资国企分秒必争，打好方
舱抢建攻坚仗。中交海南区域总部全
力以赴、争分夺秒助力儋州市抗疫工
作，确保洋浦方舱医院建设如期完工
交付，由中建一局集团承建的海南儋
州方舱医院也如期建成投用；海建援
建队伍连续作战，48小时内顺利完成
责任区内近1万平方米的水电安装铺
设及搬运安装任务。

中建八局海南分公司主动与现场
负责人沟通对接，以最快的速度准备

好人员、物资、设备，支援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6号馆方舱医院的抢工建设。
中国石化海南炼化组建援建专班，派
出近600人次施工人员支援建设。

海南控股临危受命，连夜组建公
司方舱医院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火速
制订方案，组建近800人施工队伍支
援，48小时昼夜鏖战、轮班抢建，按照
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海口江东新区方
舱医院建设。

同时，海南国资国企还积极捐款
捐物，向海南各市县捐赠大量防护服、
N95医用口罩、消杀用品等防护物资
及生活用品，从全国各地采购了大批
紧缺医疗物资支援抗疫。

下一步，省国资委和各企业将全
力以赴抗击疫情，保持生产经营稳定
运行，努力为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
贡献更多国资国企力量。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海南国资国企全力支援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

同心抗疫 逆行出征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港资企业：

捐资捐物超945万元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吴

思敏）近期，在海南抗疫形势依然严峻的紧要关
头，香港海南社团总会积极号召琼籍旅港乡亲、在
琼港资企业伸出援助之手，发挥各自优势，积极行
动，驰援抗疫一线，全力支持海南抗疫工作。

身为植根香港的爱国爱港社团，香港海南社
团总会秉承琼港两地同气连枝的传统，自海南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从各种途径筹措资金和抗疫物
资，累计为琼捐款565万元人民币。港资企业、香
港海南社团总会成员捐资捐物超过380万元人民
币，助力海南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为打
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

面对突如其来的海南疫情，香港海南社团总
会会长李文俊向海南捐赠150万元人民币，并号
召乡亲积极捐赠。

此次转赠的抗疫物资包括防疫专用救护车、
N95口罩、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隔离
衣、医用面罩、防护手套、消毒液和酒精、消毒洗手
液等医疗物资，以及大米、方便面等各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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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企业致“镜”抗疫人员

抗疫医护可免费配镜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昂颖）“这副眼

镜很轻便，戴着真清晰。店员们对医疗队员的这
份温情关爱，让我非常感动。”近日，河南援琼医疗
队员、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医生秦德华从海南
精功眼镜连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手中接过配好
的眼镜时说。

当日，秦德华在核酸检测点更换防护服时，不
慎将自己佩戴的眼镜摔坏，急需更换一副眼镜。
核酸检测点附近的精功眼镜店店长得知情况后，
立即联系秦医生到店配镜。不到3个小时，新眼
镜便送到了秦医生手上。

据悉，为感谢抗疫医护人员在一线的辛苦付
出，海南精功眼镜连锁有限公司于近日开展公益
赠镜活动，向全国驰援海南的医护人员、海南省
内抗疫医护人员赠送眼镜，并开通抗疫人员线上
配镜通道、应急配镜热线（0898-65391278），提
供免费验光及专享配镜服务。活动时间将持续
至9月30日。

海南社会组织齐心筑牢
疫情防控线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刘操）8月21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连日来，海南省各社会组织
主动担当，出资出力，充分发挥行业特色，积极开展
建筑服务、卫生防疫、后勤保障等志愿服务。

海南省黑龙江商会联合党委携手海南阳光义
工发起了筹集抗疫一线紧缺物资的倡议，商会筹
集物资善款用于购买急缺的N95口罩、遮阳棚等
抗疫物资；当得知三亚需要建筑方舱医院的消息
后，海南省巴中商会迅速组织在三亚工地的5名
技术骨干前往现场义务援建三亚方舱医院。

截至8月20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参与疫
情防控社会组织数量378家，组织志愿者共计
8.96万人次，捐赠抗疫物资价值1453.64万元，服
务群众241.5万人次，捐赠资金195.9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