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4日 共治愈出院1485例。出院人数连续4天超过入院人数。

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区）

的医疗队共 20774 人，陆续来

琼支援我省 18个市县

累计开展督导流调点4353个
核酸采样3507.97万人份

核酸检测 1462.41万管

目前全省已累计送返

旅客近20万人

截至24日累计治愈出院616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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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晓梦）《海南省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近日印发。《行动方案》
明 确 ，到 2025 年 ，我 省 细 颗 粒 物
（PM2.5）年均浓度力争达到11微克/立
方米以下，并提出将研究制定海南自由
贸易港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
追究规定。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5年，我省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较国家下
达目标值多5个百分点等。到2035年，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
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
效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居于世界领先
水平，海南成为在国际上展示我国积极
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的靓丽名片。
《行动方案》提出的8大主要任务

包括：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
好空气质量对标攻坚战、深入打好“六
水共治”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打好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打好净
土保卫战、切实维护生态安全、严密防
范环境风险、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水平。

我省出台方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

明确行动目标和8大主要任务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8月2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
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非洲国家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非媒体在增进
互信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
展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中非媒体

合作论坛成立十年来，为中非媒体增进
对话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为促进中非
文明交流互鉴、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中非
媒体继续秉持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努力
做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
者、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共同讲好新时

代中非故事，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
力量。

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当日在北
京举行，主题为“新愿景 新发展 新合
作”，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
人民政府和非洲广播联盟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致贺信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刘操）
8月24日，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传达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国家疾控局会商会议精神，对全省疫
情防控督查组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协主
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疫情防控督查组负责人就
各市县及重点乡镇密接转运工作、社区

管控、重点人群管理、隔离点管理等工作
督查情况进行汇报并提出意见建议。省
政协赴三亚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汇报相关
工作情况。

毛万春指出，各督查组要严格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控局提出的意
见建议，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精准开展好
督查工作，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指出

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控局
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好督查工作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马珂）
8月25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六十场）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我
省疫情总体形势向好，海口等7个市县
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8月24日，共
治愈出院1485例。出院人数连续4天
超过入院人数。截至24日累计治愈出
院6162例。

全省24日报告感染者数延续下降
趋势。三亚疫情防控形势趋好；儋州、乐
东疫情逐步下降，儋州已连续5天未报
告社会面感染者；乐东24日报告2例中
风险区筛查病例，疫情稳定可控；琼海、
定安、昌江、五指山多日无病例报告，澄
迈已连续3天无新增。海口等7个市县

经过各级专家评估，已实现高质量社会
面清零目标，下一步将有序转入常态化
防控。其余6个市县继续保持无疫情。

8月24日，全省新增感染者401例
（确诊217例，包括无症状转确诊125
例；无症状309例）。217例本土确诊病
例中，12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
病例，88例在隔离管控中发现，4例在相
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309例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中，282例在隔离管控
中发现，27例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
中发现。

8月6日以来，来自全国20个省市
（区）的医疗队共20774人，陆续来琼支
援我省18个市县，与本省医护人员一道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采样和检测、卫

生监督和指导、传染病防控、医疗救治等
工作，日夜加班加点奋斗在海南抗疫一
线。20 天来，累计开展督导流调点
4353个、核酸采样3507.97万人份、核
酸检测1462.41万管；进驻方舱医院和
方舱酒店，累计收治18109人。

我省建立了省与市县隔离点管理信
息渠道畅通机制，制定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管理办法，深入挖掘隔离房源，较好
保障隔离需求。制定新冠病毒感染者治
愈出院方案、密切接触者第二阶段隔离
方案，确保解除隔离观察密接者转运安
全有序进行。同时会同上海援琼前方工
作组与市县逐一建立“上海小组+省隔
离点专班+市县指挥部”三方沟通服务
机制， 下转A02版▶

海南疫情总体形势向好

海口等7个市县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

日前，在儋州市那大镇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志愿者们正在搬运防疫物资。
我省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共青团儋州市委组织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他们用坚守和担当为疫情防控涂上了亮丽的“志愿蓝”。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三亚8月25日电（记者李磊）
8月25日下午，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以
不打招呼、直插一线的方式，在三亚市暗
访检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冯飞一行先后来到月川社区、临春
社区临春五组等地，暗访高风险区管控
措施落实、生活物资供应保障、解除集中
隔离和康复出院人员返回社区相关工作
开展等情况，对社区各值守点值班人员

在岗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并在各暗访检
查点慰问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

冯飞指出，持续做好高风险区管控
工作是推动疫情稳定向好的关键，要毫
不放松地落实好高风险区各项管控措
施，合理布局高风险区值守点位，增加值
守人员配备，加强常态化巡查，确保贴

“十字”封条等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并确
保生活保障物资配送上门，及时满足群

众日常生活所需，务必做到高风险区“足
不出户、上门服务”。要精准开展疫情防
控政策宣传，让群众及时准确理解政策
内涵，主动遵守各项防控规定。要以精
细化管理优化工作流程，高效做好解除
集中隔离和康复出院人员返回社区相关
工作，加强后续健康管理，提升全省集中
隔离点资源使用效率。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上述活
动。

冯飞在三亚暗访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持续做好高风险区管控服务工作
务必做到“足不出户、上门服务”

抗疫一线
“志愿蓝”

■ 海报平

经过前一阶段的苦战，全省疫情防
控形势稳中向好，并得到进一步巩固，新
增报告感染者数延续下降趋势，海口等
7 个市县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这
样的防控成果让人欣慰、振奋。在持续
向好的防控形势下，坚持就是胜利，只要
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乘势而上，持
续推进攻坚行动，就一定能够巩固扩大
疫情防控成果，夺取最终的胜利。

与病毒抗争，不仅是速度的比拼，同
样是意志的较量。当前防控形势稳中向
好，全省新增阳性感染人数呈下降趋势，
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不
过，仍需警惕的是，这次流行的毒株，具
有很强的隐匿性、传播性，稍有疏忽就会

让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事实上，不管
是从疫情传播规律，还是从防控经验来
看，越是形势不断向好之时，越考验我们
的定力、耐力、毅力，越要严防思想上的
懈怠松劲，需一如既往、保持谨慎，从严
从实抓好各项防控工作。

巩固扩大防控成果，需突出问题导
向，持续抓好责任落实。当前，疫情防控
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省委书
记沈晓明多次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连续作
战、敢于斗争的精神，不厌战、不松劲，主
动下沉一线、干在一线，堵住管理漏洞、
强化薄弱环节，全力以赴抓好责任落实，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尤其要坚持管理
和服务并重，推动管控工作由粗犷型向
精细型转变，以严之又严、细之再细的作
风，做好隔离转运、解除隔离人员后续健
康管理、无疫村（社区）和无疫小区创建
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向好
态势。

巩固扩大防控成果，需绷紧防控之
弦，持续做好个人防护。就广大群众来
说，严守防疫规定，做好个人防护，依然
是需要强调、必须坚决做到的。新冠病
毒极为狡猾，稍不留意就会乘虚而入。
为巩固防控成果、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
序，还需要我们咬咬牙、沉住气，不能有
懈怠、麻痹心理，努力克服一时的不便，
以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负责的态度，
严格做好个人防护，遵守勤洗手、不扎
堆、科学戴口罩、保持一米线等防疫准
则，该隔离观察时就隔离观察，该核酸检
测时就核酸检测，自觉遵守防疫规定。

疫情是场大考，坚持就是胜利。不
断向好的防控形势充分说明，我们之前
的防控措施是十分必要、富有成效的。
气可鼓不可泄，劲可提不可松。坚定必
胜的信心，保持清醒的头脑，一鼓作气，
乘势而上，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我们
定能巩固扩大得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尽
早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坚持就是胜利

时时时评评评

本报三亚8月 25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25日晚，省委
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沈晓明主持召开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
委和国家疾控局会商会，分析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
挥冯飞，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
控局局长王贺胜，省领导毛万春等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处于决

胜攻坚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抖擞精神、保持斗志，端正
作风、咬紧牙关，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一鼓
作气加快推进高质量社会面清零。要统
一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解
除集中隔离有关政策，加快隔离用房周
转，实现资源正向平衡，确保密接人员应

转尽转、应隔尽隔。要科学划定高风险
区，推动高风险区和重点人群管理与服
务从粗犷型向精细化转变。要压实工作
责任，强化低风险区常态化防控，严格闭
环管理，坚持露头就打，杜绝“破环”行
为，防止出现零星散发病例，坚决阻断社
会面传播风险。要聚焦三亚、乐东等重
点市县，加强督导指导，及时发现反馈解
决问题，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沈晓明主持召开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
疾控局会商会强调

抖擞精神 保持斗志
全力做好快清零、防反弹工作

冯飞王贺胜毛万春出席

本报三亚8月 25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25日，省委书
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
晓明在三亚检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时强
调，要压实责任、提振信心，加强社区防
控力量，强化服务保障力度，持续巩固扩
大疫情防控成果。

沈晓明先后到海棠区湾坡村和吉阳

区港门村社区等高风险区，检查督导防
控措施落实和居民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他强调，要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并根
据疫情发展形势及时调整，做到覆盖到
位；要加强常态化巡逻检查，督促落实足
不出户等防控措施，确保管控到位。要
做好生活物资保供、就医送药等民生工
作，保障好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加强

防疫知识普及，引导群众成为防疫工作
的主角。要配强社区防控力量，推动干
部下沉一线，加强防控能力培训，坚决避
免履职不到位和交叉感染等问题发生。
要优化解除集中隔离和“出舱”转运工
作，畅通各交接环节，及时做好消杀工
作，提高隔离房间周转使用率，确保有足
够资源转运新增密接人员。

沈晓明在三亚检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集中防控力量 强化服务管理
持续巩固扩大疫情防控成果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罗霞）
省商务厅8月25日通报的情况显示，我
省积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及台风“马鞍”
影响期间生活物资保障工作，目前全省
八大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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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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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大米商业库存38229.5吨，面粉商
业库存8064.4吨，库存量可供全省18.2
天；食用油13691吨，可供全省54.3天；
常温奶、方便食品商业库存充足，能够满
足全省居民20天以上生活需求。生猪
存栏、出栏数量稳定，可持续保障我省生
猪供应56天。为应对台风“马鞍”影响，
各大商户提前安排调运计划，24日共从

岛外调运蔬菜2576.23吨，全省蔬菜总
可供应量达13003.57吨，可满足全省居
民4天以上生活需求。

8月24日，我省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
保持稳定，较23日，蔬菜均价下降0.93%，
猪肉略涨0.19%，粮食、食用油、蛋品价格
持平。从重点城市看，海口蔬菜均价下降
1.35%，猪肉略涨0.73%；乐东蔬菜均价下
降2.87%，猪肉略涨0.72%。

我省积极做好疫情及台风“马鞍”影响期间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八大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海口中小学幼儿园
9月5日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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