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马珂）
8月27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六十二场）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
来，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帮助企业切实减轻负担、渡
过难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出台了
一系列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的政策，
已缓缴社会保险费3.9亿元、发放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37亿元、减免工伤

和失业保险费5.1亿元。
面对新一轮突如其来的疫情，我省

推出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业务延期
服务。参保单位和参保群众因实施静
态管控，8月份无法正常申报及缴纳基
本养老、工伤和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
的，可在9月30日前申报缴纳8月份的
社会保险费，免收滞纳金。畅通“网上
办”“掌上办”多个线上办理服务渠道，
引导群众尽量选择线上办理业务，减少

疫情传播风险。
开展第二批次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资金发放工作。截至8月22日，今年全
省第一批次稳岗返还资金累计发放
3.37亿元，惠及5.35万户参保单位，稳
定72.4万个就业岗位。全省第二批次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0.53亿元已到
位，发放工作将在本月底陆续开展，预
计将会再惠及1.1万户参保单位、稳定
12万个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我省还开展高校毕业生
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工作，支持各市县
开发乡村疫情防控公益岗位。

下一步，省人社厅将密切跟踪关注
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解决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帮助
各类市场主体渡过因疫情等阶段性因
素造成的暂时困难，减缓此轮疫情对企
业带来的冲击，最大限度保市场主体保
就业。

全省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发放超3亿元
惠及5.35万户参保单位，稳定72.4万个就业岗位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马珂）
8月 27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六十二场）
透露，海口市认真落实“一手打伞，一
手干活”要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围绕重点产业、重
点项目、重点企业，助力有序复工复
产，疫情期间大部分省、市重大项目不
停工。

抓责任落实。海口按照进一步压

实项目尤其是省市重大投资项目责任
机制，靠前服务，努力解决重点项目在
物资储备、交通物流、人员封闭管理等
方面遇到的共性问题。

抓施工安全。海口指导帮助企业
储备防疫物资，在部分施工人员较多的
项目工地设置核酸检测点，靠前提供服
务；组织对项目防疫工作开展暗访；全
面加强疫情下重点领域和行业的安全
生产检查。

抓物资流通。海口在省交通厅的
大力支持指导下，加大与其他市县沟通
协调力度，协助重点企业（项目）解决原
材料、重要生产生活物资、防疫物资、施
工人员转运等运输问题。

抓要素保障。海口加强项目谋划
储备，积极争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支持，目前已有5个项目入选，获得基
金额度3.89亿元。加强专项债项目策
划，安排2022年专项债提前批16.2亿

元，用于支持20个项目建设；第二批
62.64亿元，用于支持85个项目建设；
第三批已有104个项目纳入国家发改
委准备项目清单。

下一步，海口将狠抓政策落地见
效、狠抓项目建设进度，狠抓要素保
障，全力推动企业（项目）复工复产，争
取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把耽搁的进
度赶上去，努力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降到最低。

抓好责任落实、施工安全、物资流通、要素保障

海口全力推动企业（项目）复工复产

天津援琼医疗队
队员唐志敏：

三次出征战疫情

近日，万宁市万城镇朝阳社
区，来自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
唐志敏在高风险区挨家挨户做
核酸采样。

“作为党员，我曾经参加援鄂
和援沪医疗队，这次援琼是我第三
次出征。”唐志敏说，希望大家一起
努力，早日战胜疫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来自
全国各地的一支支援琼医疗队逆
行出征，不仅极大缓解了海南的
疫情防控压力，也带来不少难能
可贵的抗疫经验。本报即日起推
出“方舱日志”栏目，邀请援琼医
护讲述他们的“战疫秘籍”。

方舱日志

8月27日 三亚 晴
不知不觉，我进驻三亚第四方舱医

院已有10天。
与最开始时一拨拨患者接连入舱

的场景不同，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明显
的改变正在发生：入舱的患者越来越
少，出舱的患者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积极的讯号。
三亚第四方舱医院由上海第二批

援琼医疗队整建制接管，包括我在内，
很多队员都有丰富的抗疫经验。我们
深知，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不仅
要关注新冠症状，控制基础病同样十分
重要。

譬如新冠合并糖尿病患者，保持
血糖达标，便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
效果。

方舱内，数十名新冠合并糖尿病患
者分散在各个病区，他们是我重点关注

的群体。早在开舱前，根据多年的临床
实战及抗疫经验，我便梳理出一套关于
方舱患者血糖控制的流程——

入院后立即了解患者的基础病信
息，如糖尿病病程、平素用药及血糖控
制情况；

以身高、体重及活动等情况作为参
考维度，开展糖尿病饮食科普教育；

叮嘱 患 者 准 时 服 药 ，依 据 血 糖
动态变化及时调整用药方案，通过
血糖数值的即时反馈增加患者康复
的信心；

查房时一旦发现血糖波动大的患
者，立即开设糖尿病科普小灶，同时关
注患者睡眠、心理等状况……

我还记得，在第四病区，有一名患
者刚来时血糖总是超标，血糖值最高可
达 15mmol/L。一番询问后才发现，原
来他每餐除了吃米饭，还有一定量的土

豆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这可不行！我赶紧叮嘱他适当减

少主食量，并调整进食的顺序。除了
在饮食上下功夫，我还鼓励他室内踏
步，只要动起来，外周组织例如肌肉、
肝脏、脂肪等就会增加对葡萄糖的摄
取和利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位患者的
血糖逐渐平稳，核酸检测也很快出现两
次阴性。

就在前两天，这名新冠合并糖尿
病患者达到出院标准，顺利出院。离
开前，他特地找到我们，连声道谢。那
一刻，我觉得这些天的一切努力都是
值得的。

上海援琼医疗队队员、上海市同
济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医生 刘光辉
口述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栾子洲 刘正 李羽玲

8月 27日下午，三亚海棠区某集
中隔离点，一处封闭、闷热且气味难
闻的污染区帐篷内，来自省直机关青
年志愿服务大队海棠中队的志愿者李
争缄默不语，一次次起身，一次次弯

腰，将医疗废物和隔离人员生活垃圾
仔细打包处理。

就在这处帐篷里，他突然接到了
父亲病重去世的消息。

李争的本职工作是海口海事法院
的一名政法干警，8月初，原本正在湖
北老家休假、照顾病父的他，听闻海
南突发疫情，顿觉心神不宁，抱着手
机不停刷着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

“你是党员干部，又当过14年兵，
就得冲在一线，遇事别躲后面。”李争
的母亲太清楚儿子心里在想什么，故
意说了“狠话”，催促着他赶紧回海
南。

回！取消休假，买票返琼，报名支
援，于是也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8月9日，李争正式进驻三亚海棠
区某集中隔离点，并主动申请到环境
最恶劣、最累，也是危险系数最高的医
疗废物和隔离人员生活垃圾打包组。

分拣装箱、排气压缩、胶带封箱、
清点装车，这样的工作，李争从早干
到晚。等到平均每天200余袋的医疗
废弃物打包完成，隔离点所有医疗废
物日产日清时，他被汗水泡白的双
手，早已布满褶皱。

除了完成如此高强度的打包工
作，李争还主动协助领队，安排11个单

位50名志愿者的具体工作，协助做好
人员调配、汇总情况、起草总结、信息
报送、新闻宣传等工作，同时兼任隔离
点保障组的临时党支部组织委员。

如此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背后，
是超负荷的努力和付出。在部队服役
期间，由于训练出现意外，李争留下
八级伤残。这些天在抗疫一线，“不
能剧烈运动”“不能长时间行走”的医
嘱，却统统被他抛在了脑后。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等到那一
天，我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带到墓前说
给父亲听。”李争说。

（本报三亚8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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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严格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海口6个物业服务小区
被通报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陈
尾娇）为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连日来，海口市
美兰区住建局、区住保中心积极组织开展物业小区
疫情防控督查检查工作，发现6个物业服务小区未
严格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并对其进行通报。

通报显示，沿江花园小区物业海南诚远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美舍名家小区物业海南金村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长堤春晓小区物业海口维佳福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存在未严格执行对进入小区人员扫地点
码、测体温；水滨花园小区（二期）物业海南砂磅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美兰新苑小区物业海南砂磅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龙景商业城小区物业海南宇泽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存在未严格执行对进入小区人员扫地点
码、测体温，部分人员不戴口罩自由出入的问题。

乐东成立助企纾困专班

畅通农产品上市路
本报抱由8月27日电（记者曾毓慧 见习记

者苏杰德）8月27日下午，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第十二场）介绍，
目前该县已成立稳产保供工作专班，组建8个指
导组，启动农业互助共济行动，推动解决疫情导致
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流通等问题。

据介绍，该县协同有关部门积极对接涉农企
业和种植户，加强应季瓜果产销对接，有效解决

“运输难”问题，通过线上线下为涉农企业和农户
办理车辆通行证。此外，在做好疫情防控安全措
施的前提下，该县各乡镇积极组织种植户错峰采
摘槟榔，加强与槟榔收购商的对接，允许收购商定
期收购槟榔。目前，该县中低风险区的火龙果、槟
榔等已分批采摘上市销售，运输基本畅通。

白沙青松村补种山兰旱稻百余亩

防疫不松劲 生产加把劲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眼下正是好时节，再多种点稻，咱村的粮食
和产业收入才有保障！”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
乡青松村，绵绵细雨一扫连日来的高温，在驻村干
部及村“两委”干部的分工安排下，村民黄叶梦等人
忙着在各自负责的坡地及山坳垦地种植山兰旱稻。

受疫情影响，青松村部分村民此前赋闲在家
已有一些时日。“村集体经济，更要发动村民集体
来干！”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吕延波介绍，乡村振兴工作队通过摸排发现，村
里仍有部分坡地可用于属村集体的合作社扩大山
兰旱稻种植。于是，村里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积极恢复生产，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动员
30余名村民参与种植。

“就在村里干活，每天能挣130元！”黄叶梦对此
显得很满意。截至8月25日，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已扩种山兰旱稻近130亩，加上此前村民自家种植
的山兰稻，全村山兰稻种植面积已增至500亩。

有人忙种稻，也有人忙种菜、卖菜。午后，趁
着阵雨初歇，村民李进光为自家的朝天椒农田铺
好了保水薄膜，并开始移栽及管护种苗事宜。

“大家团结一心，做好疫情防控，再加把劲尽快
恢复农业生产，才能实现增收，过上更好的日子！”吕
延波给大伙打气道。 （本报牙叉8月27日电）

◀上接A01版
此外，我省将及早研究谋划经济发展恢复、固

定资产投资、企业扶持等方面工作，力促经济发展
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出台经济发展恢复的方案和
措施，谋划组织开展各类招商、展会、赛事等活动，
尽快恢复我省人气流量，提振市场信心，更多关注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早开展园区招商、区
域合作、重点产业集群建设等方面工作，疫情结束
后第一时间赴长三角、大湾区等地开展招商引资，
招引更多资金、人才、产业落地自贸港，夯实产业
发展基础；支持海口市等有条件的市县多作贡献，
加快停工项目停产企业复工复产力度，为全省实
现全年经济目标主动担当。

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上接A01版
群众是疫情防控的主角，只有充分发挥群众

作用、用好群众力量，才能事半功倍抓好工作落实，
防止疫情反弹。为此，要坚持服务和管理并重，满
腔热情做好保供稳价、就医送药、农业生产互助共
济等各项工作，让群众安心、放心；同时，根据形势
的变化，进一步做好宣传和引导，积极关心群众的
心理情绪，做好群众的心理疏导，严防懈怠松劲、麻
痹大意，引导广大群众持续做好个人防护，坚持规
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广
大群众也要充分认识病毒的狡猾性，主动配合、积
极支持做好防控工作，筑牢防反弹的严密防线。

与疫情对垒格外考验人们的信心和耐心，只
要我们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保持高度的责任心、
敏锐的警惕感、精准的防范度，一鼓作气坚决抓好
各项责任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就一定
能够巩固扩大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出现反弹，赢得
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压实责任 坚持不懈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