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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228 个
“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
区”名单。

本报海口8月 28日讯（记者尤梦
瑜）8月28日，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以下简称省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公布全省首批228个“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其中，“无疫村”159
个、“无疫社区”27个、“无疫小区”42个。

近日，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印发
《全省“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
作推进方案》，并于8月24日召开全省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动
员部署会，正式启动全省“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创建工作，坚定不移贯彻

“动态清零”总方针，巩固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成果，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和

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此次创建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

民政厅、省卫健委牵头组织，具体由各市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会同民政
部门、卫健部门组织实施。据介绍，创建
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层层动员
部署、广泛宣传发动，各村（社区）、小区积
极创建、踊跃申报。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实地审核、严格把关。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认真复核、综合评定，评选出全省首
批“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传工作专
班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首批“无疫村
（社区）、无疫小区”严格落实防控责任、
积极创新防控举措，是医防融合、防患未

然的基层治理实践先进典型。下一步，
将进一步做好创建活动宣传动员、申报
等工作，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
作用，鼓励更多的社区（村）、小区积极投
入到创建工作中，全民参与、齐心协力，
为我省抗疫取得最终胜利贡献力量。

我省公布首批228个“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

坚持“动态清零”巩固防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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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 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27日，由科学
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浦江创新论坛（第十五届）在上海
开幕。海南省为本届论坛主宾省。省委
书记沈晓明在开幕式上视频致辞。

沈晓明对浦江创新论坛发展成为我
国创新领域最高层次的国际性论坛表示
祝贺。他说，当前海南全省上下正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借助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东风，努力在经济建设、社会
治理、科技创新等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海南科技创新遵循“一切从实际出
发”这个最大逻辑，努力做到“三个坚
持”。坚持筑独特的巢、引最好的凤，只
做自己有独特优势的事，借助气候温度、
海洋深度、地理纬度的优势，善用外力、
引龙入海，打造“陆海空”三个未来产
业。坚持只做有用的创新、不为创新而
创新，以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为
主体，立足于现实发展需要推动创新。坚
持以开放促创新，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建
设这个最大优势和最重要特色，加强创新
企业和创新人才的培育引进，进一步提升
海南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在国际科技创新

战略全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以参加
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向与会各方学
习，并加强同大家的交流合作。

据悉，本届论坛以“低碳：全球创新
新使命”为主题，重点聚焦以科技创新支
撑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与技术体系、深化全球低碳科
技合作等议题。海南受邀成为主宾省，
将举办多场专题活动，并于全球技术转
移大会云展馆设立海南馆，深化与兄弟
省份的区域创新合作，全方位加强国际
科技交流，共同探索全球低碳创新发展
的方向和路径。

沈晓明在2022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视频致辞表示

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创新逻辑
努力在国际科技创新战略全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刘操）8
月 27日，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召
开，传达重点市县疫情防控调度会议精
神，对重点市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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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乐东等重点市县疫情
防控督查组负责人就社区防控措施落

实、密接转运、快速处置低风险区散发
疫情、严格重点场所管理等工作督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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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处于
决胜攻坚的关键时期，各疫情防控督查
组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指出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无死角

本报海口8月 28日讯（记者周晓
梦）8月28日，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
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海南省新能
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名誉主
席万钢在北京会场线上参会，并作总结
发言。

会议围绕海南省拟实施的《海南省
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2023—2030）
行动计划》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海南发展新能源汽车，顺应能
源革命和交通领域绿色转型的大趋势，
海南需要进一步巩固新能源汽车在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成果，不断完
善顶层设计，加快推动禁燃目标实现，为
全国提供更多经验；希望海南利用好自
贸港制度政策优势，把握新能源汽车发
展新机遇，开放合作，探索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新路径。

万钢表示，海南推广新能源汽车在
全国做出了表率。他指出，海南要以“双

碳”目标为指引，科学制定未来几年的行
动计划，新能源汽车推广要与清洁能源
的使用相结合，实现全链条低碳；要结合
海南交通特点，探索氢燃料电池汽车在
商用车领域应用；要结合海南生态、旅游
特色，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聚焦短链条
产业，发展高端制造业；要把产业生态的
各项工程关联起来统筹推进，加强政策
引导，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吸引全球资源
聚集。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6版）

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
万钢致辞

本报海口8月 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8月28日，省委书
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
晓明主持召开乐东黎族自治县疫情防控
调度会，研究部署下一步防控重点工作。

沈晓明指出，乐东疫情防控工作思
路进一步理清、措施进一步落地，总体形

势趋于可控，但仍存在短板不足。要保
障核酸检测能力，统筹调配资源，优化策
略方法，提高检测效率，对居家隔离人员
要单人单管、上门采样。要加强隔离房
间储备、周转和管理，完善转运衔接机
制，做好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出工作，及
时做好环境消杀，确保有充足资源安置

密接人员，做到应转尽转、应隔尽隔。要
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及时调
整风险区等级，该降级的降级、该缩小范
围的缩小范围，做到科学精准。要加强
社区管理服务，确保高风险区足不出户，
引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防止出现交叉
感染，加快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

沈晓明主持召开乐东黎族自治县疫情防控调度会强调

理清思路 补齐短板 狠抓落实
加快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

■ 海报平

全省疫情下降趋势明显，三亚疫情
基本得到控制，多个市县实现高质量社
会面清零……海南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传出。这是各

方艰辛付出二十多天换来的成果，需要
大家共同珍惜、守护，努力扩大疫情防控
成果，尽快实现全省高质量社会面清零
的目标，一鼓作气夺取疫情防控攻坚战
的胜利。

清零是一个动态过程，一次清零不
是终点。经过连日苦战、拼搏，海南疫情
防控形势稳中向好，持续为实现全省高
质量社会面清零奠定基础。同时，我们
也要看到，当前的任务依然艰巨，风险

仍然存在，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
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而且异常

“狡猾”，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破防。因
此，要多一分审慎和警醒，再坚持一下、
再努力一把，紧抓落实不打折，精准防
控不加码。

疫情防控是大仗、硬仗。在这样
亟须一鼓作气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
乘势而上、鼓劲加油，不能骄傲自满、
松劲懈怠。 下转A03版▶

再加一把劲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记者李磊）8
月28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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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
主持召开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疾控局疫情防控会商会，分析研判当
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
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
局局长王贺胜，省领导毛万春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要坚定必胜的信心，紧盯
社会面清零目标，迅速行动、全力冲

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
三亚市要继续坚持“精准精细、突出重
点”策略，在重点社区实施更加精细的
网格化管理，根据疫情最新情况及时
调整风险区域，通过物理硬隔离精准
划分小网格，进一步缩小管控包围圈，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集中优势把
定点巡查、上门服务等防控措施落实
到位。要对各项工作全面查漏补缺，
精细化开展流调、核酸采样、社区管控
等工作，确保防控措施不留漏洞、不留

死角。要健全完善疫情处理快速反应
机制，对新发疫情露头就打。要总结
经验，紧盯风险点，做好社会面清零后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冯飞当天还前往三亚市港门村社
区、月川社区、湾坡村、临春社区、春园社
区，对风险区精准划定和管控等精准防
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暗访检查。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冯忠华、巴
特尔、陆志远、王路、闫希军、倪强，省政
府秘书长符宣朝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我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举行疫情防控会商会
冯飞主持 王贺胜毛万春出席

8月28日，在万宁市东澳镇，陕西医疗队在顺利完成支援海南医疗任务后向海南人民
致敬，他们将搭乘8月29日的航班返程。随着海南全省疫情下降趋势明显，援琼医疗人员
在完成支援任务后开始陆续返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外省援琼医护
陆续返程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马珂）8
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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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共治愈出院1611例。截至8月27日，
累计治愈出院10923例。全省疫情下降
趋势明显，27日新增感染者数较26日
下降48.5%。三亚市27日报告新增感
染者数为98例，首次降到两位数，疫情
基本得到控制。

乐东报告感染者数减少，无社会面
病例报告，疫情形势持续向好。海口27
日报告2例感染者，1例为26日报告感

染者的密接，另1例为闭环管理重点人
员。澄迈27日报告一起工地聚集性疫
情（4例）。陵水、临高、万宁、东方已实
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琼海、定安、昌
江、五指山连续多日无病例报告，重点在
加强常态化防控措施，巩固防控成果。

8月27日，全省新增感染者153例，
其中确诊70例，4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归确诊病例，无症状125例。本土确
诊病例中，27例在隔离管控中发现，1例
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125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中，113例在隔离
管控中发现，12例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

筛查中发现。
下一步，我省将精准做好密接者转

运隔离工作，按风险等级合理安排优先
次序，确保密接者应转尽转、应隔尽隔。
聚焦重点社区，集中优势资源攻坚克难，
坚持不懈抓好各项防控工作落实。

做好已实现社会面清零市县防控工
作，坚持各项防控措施不放松。建立疫
情防控快速反应工作机制，总结吸收疫
情防控中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新发疫情
坚持露头就打。分类管理返回社区的解
除集中隔离和康复出院人员，严格落实
后续健康管理措施。

海南全省疫情下降趋势明显
三亚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魏朝煜

8月27日上午，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
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大型施工车辆
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整个校
园已雏形初现。

“项目进度怎么样？”“材料运输的问
题解决了吗？”……项目现场，海口市
秀英区三级项目服务专员、西秀镇常
务副镇长陈仁达正与项目负责人面对
面沟通。

“疫情期间，海口市和秀英区重点
项目服务专班服务不停歇，每天安排医
务人员进入项目部为1000多名工人做
核酸，减少施工人员外出，避免交叉感
染。协调发放重要物资运输通行证，解
决我们物流运输建筑材料受阻问题。”
该项目生产经理李栋介绍，连日来，在
政府部门的协助下，项目坚持“一手打
伞、一手干活”，加快施工进度。

“海口按照省、市‘双统筹’工作要
求，坚持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复工复
产，努力推动企业和项目有序复工。”海
口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连日来，海
口市、区两级部门分别派出服务专班，对
全市115个省、市重大项目进行跟踪调
度，及时了解项目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尽最大努力为项目建设提供要素保
障和服务，共协助办理车辆通行证422
张。“目前，除两个重点项目因人员无法
有效闭环管理而暂时停工，其余重点项
目全部正常开工。”该负责人说。

“我们工地对混凝土、钢筋、铝材、玻
璃幕墙等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的需求量
很大，且大部分供应商都位于省外。此
轮疫情发生后，很多货车司机担心出入
岛会受阻，都不愿意接单。”李栋说，秀英
区三级项目服务专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
到企业的困难，及时和相关部门协调，很
快便给司机办理了跨区域通行证，让项
目得以顺利推进。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投资额约4.33亿元，占比51.61%。

在海口各重点园区，各项目在抢抓
工期的同时，也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目前，园区每天有560多人在现场
施工。总部企业办公地块和国际人才住
区主体结构已封顶，砌体完成95%，争
取今年底初步实现总部企业入驻办公。”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二区国际
数字港项目的项目经理黄道帅介绍，该
项目对工地进行封闭管理，所有人员进
出均实名制管理，严格落实出发地、目的
地“点对点”管理和“一车一证一人一路
线”的“闭环管理”要求，确保防疫和安全
生产两不误。

数据显示，海口全市重点园区正常
开工项目达193个，到岗施工人员3.3万
余人。

海口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全市上下
将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坚持“一手打伞、一手
干活”，加力加劲抓项目促有效投资，为
推动全市经济稳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派出服务专班跟踪调度，及时提供要素保障

海口超百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他们克服他们克服
重重困难重重困难““医医””线救急线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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