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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酸采样点录入核酸检测信息；
在管控卡口查验进出人员及车辆；挨家
挨户敦促居民搞核酸……他们是“守门
人”，是“服务员”，他们是琼海市教育系
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教师志愿者。
他们冲锋在前，用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
责任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8
月初本轮疫情暴发以来，琼海市教育系
统相关负责人根据省教育厅、市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最新防疫指导意见和政策
要求，统筹指挥部署全市教育系统防疫
工作，当好“大家长”。琼海市教育局党
委压实疫情防控责任，要求教育系统党
员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迅速动员党员、教师就地
转为志愿者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琼海教育系统60个基层党组织响
应号召、闻令而动，党员教师主动请战、
火速集结，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最高
效率充实到疫情防控重点领域，为疫情
防控注入红色力量，以实际行动“走在
前、作表率”。

8月10日，中原镇发现确诊病例。
根据部署，11日凌晨2点，琼海市教育局
党委紧急召集嘉积中学、嘉积三中、温泉
中学、嘉积镇一小、市一小、实验小学、附
属小学、嘉积镇中心学校、教育幼儿园和
王祖壮合唱名师工作室等10个单位，分
两批共149名党员教师志愿者前往中原
镇配合镇政府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党员教师志
愿者们闻令而动，奔赴一线，不仅在11
日早晨前拉好高风险区街道两旁的商铺
警戒线，天亮后所有教师志愿者轮流在
街道两旁值守。

琼海中学附属小学的党支部纪检
委员颜怡便是其中一员。8月11日凌
晨2点半，颜怡接到支援通知，便连夜
驰援中原。入户拉警戒线、采集村民

信息、协助医护人员采集核酸……支
援服务的日子，颜怡夜夜踏着星辰回
到中原镇政府，第二天又以饱满姿态
投入战“疫”。

不论是在防疫前沿的城区，还是在
地处偏远的苗村，都能找到党员教师志
愿者的身影。来自琼海市会山镇加略小
学的苗族教师李少萍主动请缨，协助疫

情防控。参与关卡值守，宣传防疫知识，
协助核酸采样……群众需要的地方，总
能发现她的影子。“从课堂到防疫一线，
改变的是工作和场地，不变的是责任和

担当。”李少萍说。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李少萍

是琼海教育系统众多党员教师不畏危
险、迎难而上的一个生动缩影。

“越是危险的时候，我们党员越要向
前。”负责协助安徽省支援琼海医疗队设
在博鳌的方舱实验室工作的嘉积中学舞
蹈老师颜业岸说。

8月11日晚，琼海市教育局征集教
师志愿者下沉村镇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嘉积中学党员老师纷纷报名响应。
其中，便有来自颜业岸舞蹈名师工作室
的5名党员和2名入党积极分子。

颜业岸表示，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责任在肩，
义无反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感染
了更多人，接收样本、拆样本袋、输入信
息、打包送检……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
跟危险零距离接触，但没有人退缩。

“我是党员我先上。”据悉，8月6日
以来，琼海市13个镇（区）共1800余名
党员干部、教师志愿者深入抗疫一线，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他们以“逆行者”
的勇气和担当，诠释了党员教师“平常时
候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急关头豁
得出”的琼海教育人风范。

从三尺讲台到抗疫前线，琼海教育
系统党员尽职尽责，不畏艰辛，作出表
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琼海市教
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疫情防控任务依
然艰巨，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教师将始终保持警醒，始终密切协作，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持续用力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撰文/陈纸仪）

“疫”路先锋
琼海教育系统党员彰显师者责任担当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22日下午，在海口美兰区
三联社区码头，100多艘渔船一排排
整齐停靠码头，渔民们正往船上搬补
给物资、渔网、检修机器，为即将到来
的开渔做准备。

“老周，今天核酸做了没有？灭火
器、救生服这些都要配齐，船上还要多
放几盒口罩。”16时许，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工
作人员刘必访和同事，登上了渔民周
建力的渔船，开展疫情防控和安全检

查工作。在查看了周建力的核酸检测
结果、健康码、行程码后，刘必访又仔
细检查了渔船上的消防设施、通讯、电
气设备、救生消防设施等，确保渔船不

“带病”出海。
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渔民群众

生产生活的影响，经综合分析研判，从
8月 23日起，我省将“分区域、分批
次”逐步恢复渔船出海作业。海口是
第一批符合开海条件的市县之一。

想到马上可以出海捕鱼，周建力
一脸的笑意掩饰不住。“疫情期间进行

静态管理也是为了全社会的安全着
想，我们渔民都非常理解。”周建力告
诉记者，这轮疫情以来，政府每天都安
排点位给渔民做核酸，开渔前请专业
公司给所有渔船免费消杀，执法人员
也每天登船宣传防疫政策，“为我们考
虑得非常周到。”

“海口全市有近1800艘渔船，休
渔渔民近4000人。随着开渔到来，海
上疫情输入和渔业安全生产风险陡
增。对此，海口制定了一系列的防控
措施。”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市积极组织渔民进行核酸检
测，确保每个出海渔民持有48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组织渔民签订防控承
诺书，不与境外渔船渔民接触、交易渔
获或补给物资，防止疫情输入；进行渔
船安全检查，开展渔港渔船消杀，并落
实渔船进出港报告（备）制度等。

为筑牢海上防疫屏障，海口还不
断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让执法部
门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为“开
渔”拉起安全防护网。

“目前，我们已调动所有执法力

量下沉防疫一线，执行24小时值班
制度。”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
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点”上，该支队在重点位置设
置防疫哨点，并设置高清远程摄像
头，实时监控进出港渔船，发现船舶
立即传送预警信息；在“线”上，从

“船、港、人”等环节入手，在“两线”
（海口东、西海岸线）进行排查，严厉
打击违反防疫规定行为；在“面”上，
派出巡逻执法艇对海上管控，严查海
上违规作业、交易行为。

我省今起“分区域、分批次”逐步恢复渔船出海作业

拉起“开渔”安全防护网

省防总统筹部署防御
第9号台风“马鞍”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孙
慧 习霁鸿 实习生张紫旖）今年第9
号台风“马鞍”已于22日中午前在菲
律宾吕宋岛以东洋面生成，预计其将
于24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
于25日白天在广东沿海登陆（强热带
风暴级）。8月24日至25日期间，我
省将有强风雨天气影响。8月22日，
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以下简称
省防总）发布相关通知，要求相关单位
提前部署相关防御措施。

省防总要求，各市县三防指挥
部、三防办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预
测预报信息，加强与气象、海洋、水务
等部门的会商研判，及时部署、落实
各项防御措施，并根据本地区、本部
门三防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应急响
应。各市县三防指挥部要及时将相
关预报和风险信息与本级疫情防控
指挥部共享。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海南
省沿海各地陆续开渔，请根据台风影
响情况调整出海计划，并做好港口安
全防范；受台风“马鞍”影响，24日夜
间琼州海峡将有8～9级大风天气，请
提前做好通航调度、过海物资运输等
工作；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海南省气
象部门后续预报，做好防御工作。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168斤，记录好。”8月22日 16
时许，在三亚市崖州区抱古村村口的
槟榔收购点，村民洪忠伟正“兼职”收
货员，一边搬起装着槟榔果的袋子往
秤上放，一边吆喝着数字，让人帮忙记
录。而他自家采好的槟榔已经运来，
但是由于量比较大，所以先搁在一边。

8月21日起，抱古村开始有序收
购槟榔，避免了更多槟榔在树上熟透
为废果，为村民挽回了大部分经济损
失。

而这一切，起源于一场特殊的现
场办公。

近日三亚疫情形势复杂，位于崖
州区的抱古村虽一直是低风险区，但
是为了筑牢疫情防控线，村里一直严

格管控，村民尽量足不出户。
抱古村几乎家家都种植槟榔，槟

榔最好的采收季节在8月初，农产品
的成熟不等人，眼看着不少槟榔在树
上长成废果，洪忠伟心痛不已。

事实上，抱古村很多村民都跟洪
忠伟一样，心中着急却使不上劲，受疫
情影响，村里的槟榔收购点也暂停收
购，村民眼看着家里的槟榔果熟透，错
过了售卖的好时机，但是却毫无办法。

最近几天，三亚的疫情防控形势
有所好转，抱古村“两委”干部和省直

机关志愿者将情况反映到崖州区。8
月19日上午，崖州区志愿服务中队长
陈积卫立即驱车前往抱古村现场办
公。在实地查看槟榔种植园、了解相
关情况后，陈积卫与该村包点区领导、
村“两委”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志愿小队队员一起研究槟榔采摘、出
售、运输等事宜，现场解决槟榔收购、
运输车辆通行等关键问题。

8月21日，经历一天大雨后的抱
古村开始活跃起来。村民在遵守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有序错峰采

摘槟榔并送到收购点，一天时间，抱古
村收购槟榔7万多斤，为村民挽回损
失超过100万元。

抱古村党支部书记高真康介绍，
在崖州区各单位和抱古村“两委”干部
多方协助下，抱古村8月21日收购的
第一批7万余斤槟榔已成功转运至琼
海。8月22日收购的约7.5万斤槟榔，
也将于23日凌晨运出。两天预计可以
为村民挽回损失超过200万元。

据了解，抱古村的槟榔收购点，
也是崖州区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

活”的具体举措，截至8月 22日，崖
州区已经在4个低风险区逐步恢复
农业生产，主要覆盖槟榔、香蕉等当
季农作物。

崖州区副区长杨剑表示，目前崖
州区已经依托部分电商平台做到蔬菜
自产自销，在抱古村试点当季农作物
代收是进一步的尝试，下一步，崖州区
也将在省、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
指导下，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的
复工复产。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

三亚抱古村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复工复产，为村民挽回损失超200万元

抢收槟榔解农“忧”

本报海口 8 月 22 日讯 （记者
罗霞 郭萃）海南日报记者 8 月 22
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省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交通、口岸、物资专班研
究决定于8月22日，从省应急储备
蔬菜中调拨190吨蔬菜支援三亚、
儋州、东方、临高、乐东、陵水等 6
个市县。

此次调拨的省应急储备菜有
白萝卜、莲花白、黄瓜、蒜苔、紫洋
葱、娃娃菜等多个品种，分别支援
三亚65吨、儋州45吨、乐东40吨、
东方20吨、临高10吨、陵水10吨。

为减轻市县人工分拣的负担，
负责调运此批应急储备蔬菜的海
口市菜篮子食品工程有限公司接

到指令后，组织100余人24小时不
停歇进行备菜和装卸分拣。截至8
月 22 日 16 时，已经分拣 1 万余份
蔬菜套餐，每份套餐 10 斤左右。
已有 6 车次装载应急储备蔬菜的
保供车辆发车前往三亚、陵水、临
高。

目前海南生活必需品储备充

足，价格总体稳定，市场秩序良
好。根据监测及各有关单位反馈
的数据，8月21日，全省米、面、油、
猪肉、蛋品、奶制品、方便食品商业
储备充足，能够保障全省居民 15
天以上生活需求。全省蔬菜可供
应量13019.15吨，可满足全省居民
5天以上生活需求。

我省调拨190吨应急储备蔬菜支援三亚等6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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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农业重点物资
运输车辆通行证线上审批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林慧冬）近日，
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启用我省农业重点物资
运输车辆通行证线上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提高线上审批效率，经省交通运
输厅授权，省农业农村厅下属单位省现代农业检
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负责农业重点物资运输车
辆通行证线上审批。

运输范围方面，运输农业重点物资包括鲜
活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其中，鲜活农产品
以我省已定目录为准（含我省新增菠萝蜜、榴
莲、红毛丹、黄皮、黄秋葵和槟榔等），农业生产
资料主要包括农药、化肥、种子、饲料、饵料和
农机等。

区域时效方面，审批的运输车辆通行证件实
行一车一证一线路，专用于我省内跨市县或跨省
份之间点对点运输重点物资，始发地和目的地需
细化至县区一级。本市县内重点物资运输，由所
在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和交通运输部门另行核
发。省内通行证有效期一般为3天，外省入琼车
辆通行证有效期统一为5天。

审批条件方面，线上重点审批车辆驾驶员及
随车人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有效通
信行程卡（即“两码一证”）和货运车辆属性是否符
合要求。其中，核酸检测需48小时2次阴性证
明，采样时间间隔24小时。线上通行证审批通过
后，无需盖章即可使用。线上审核出现高峰拥堵
时，急需办理通行证可联系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或农业农村局线下办理。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8月21日12时—8月22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9

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20

14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8月21日，在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施茶村的海南胜嵘
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查
看石斛苗生长状况。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抓防疫
促生产

“公益海南四号行动”
搭建抗疫助农“连心桥”

助销超30万斤农产品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钟圆圆）

8月8日，海南乡村振兴网充分发挥传播矩阵和媒
体平台优势，在海南省融媒体中心发起了2022
全民战疫“益”起来——“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后，
快速收集疫情期间来自各方的求助信息，团结社
会各界爱心机构、企业、个人，搭建抗疫助农“连心
桥”。截至8月22日，活动累计成功对接农产品
销售（含捐赠）30.53万斤。

“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启动后，助农电话专线
同步上线，“微信互助群”同步建立，求助者通过电
话专线、海南爱心扶贫网小程序、微信群等多种方
式求助。行动共筛选登记100余条有效助农供需
信息并通过媒体发布。

此外，海南乡村振兴网发挥平台优势，接
到农产品求助信息后，多方联系销售渠道，发
动爱心企业加大对海南农副产品的购买力
度。接下来，海南省融媒体中心还将继续疏通
农副产品运输渠道；联合更多与农业相关的单
位、协会、组织、商家等社会力量，全面整合资
源，更大力度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问题。如果您
有待销的农副产品需要帮助或者有采购意愿，
可以拨打海南乡村振兴网助农专线：0898-
66810080，也可以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微
信公众号进行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