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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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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见习记者 苏杰德

8月 28日晚，在疫情防控一线坚
守奋战了整整20天后，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抱由镇的福建援琼医疗队厦门队
驻点，百余名医护开始休整打包行李
准备次日返程，在这难得的空暇时刻，

“80后”女护师王鹏对着宾馆里的梳妆
镜看着自己多处晒伤的倦容，又想起
了在核酸采样现场那面已略显斑驳的
梳妆镜。

时间回到8月8日。王鹏与同行队
员来到大安镇昂外村田裕村民小组辖
区，准备采集共计800多名村民的核酸
样本。此时，村干部及志愿者也已提前
到场维持秩序，采集台、警戒线已全部
安排到位，但在临时搭建的防护服更换
室里，唯独缺少很关键的一项设备——
镜子。

“穿个防护服，还得一直照镜子？”
起初，不少村民颇为不解。

“病毒传染性很强，穿防护服每一
步都不能马虎，得把头部包裹严密，得
戴上护目镜把脸部和眼部挡好，穿好
后还得扭转身体看看有没破漏，对着
镜子检查漏洞，这也是疫情防控的规
范流程……”

经过医疗队人员一番解释，村干部

意识到镜子的重要性。
“要多大的镜子才合适？”村党支部

书记羊泽良急切地问。
“从头到脚，最好能看得清医护人

员腰身的每一个部位！”医疗队人员比
画大小说着。

“各位村民，谁家有大一点、高一
些的镜子？医护人员现场穿防护服急
用，很急！”很快，村干部就通过小喇叭
向全村“招募”，但一时半会儿并未找
着合适的。

“我家就有！”村民周丽红刚回完话
就觉得有点“小为难”了——这是家公、
家婆在30多年前结婚时购置的衣柜，
打开柜门，露出一面高为1.5米，宽为
0.5米的长方形梳妆镜，但它镶嵌固定
在门板里，犹豫片刻后，她拨通了远在

七八十公里开外的家公的电话。
“只要能防住病毒，那就赶紧把它

拆了拿去给医生用呀！”电话那头，老两
口爽快地答应后，周丽红的丈夫罗玉龙
赶紧找来螺丝刀准备拆卸门板。由于
年代久远，衔接镜框与柜门的铰链及卡
扣早已生锈，既拧不开也拆不了，他急
得满头大汗，干脆找来工具把镶嵌镜子
的整片门板硬拽了下来，然后搬到了医
护人员的更衣室里。

当得知这面镜子的来历后，王鹏
等医护人员内心颇为触动。在此后的
20天时间里，这面镜子“见证”了一名
名医护人员更换防护服背后的艰辛，
也让该村每一轮的核酸采样工作得以
顺利开展。

（本报抱由8月28日电）

难忘村里那一面镜子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习霁
鸿）8月28日，海口召开第68场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本轮疫情以
来，海口按照省、市“双统筹”工作要求
和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策部署，坚持
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复工复产，紧
盯民生和生产重点领域，加大协调调
度，努力化解疫情不利影响。

目前，海口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22
种蔬菜价格稳中有降，猪牛羊肉、禽类、

水产品、蛋类价格保持正常波动，总体稳
定。海口4家蔬菜批发市场日供海口蔬
菜量基本保持在1100吨以上；存量蔬菜
基本保持在2500吨以上；海口市菜篮子
集团日均销售平价菜130吨以上；重点
粮油加工批发企业销售米面粮油日均
370吨以上。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
情况，加强库存储备，蔬菜应急储备保持
在3900吨左右，冻猪肉储备保持在660
吨以上，重点粮油加工批发企业商业库

存米面油12000吨以上，方便食品等库
存量可满足全市居民15天需求。

据了解，8月6日以来，海口共协调发
放《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20996张、《海口市全域性车辆临时通行
证》32981张、《海南省应急客运车辆通行
证》385张；明确全市保供企业网点291
个（电商平台25个），最大程度保障了企
业生产、项目建设的供应稳定。此外，扎
实做好稳住经济和安全发展工作，加强

上下沟通和横向联动，推动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调
查、走访，实地了解企业受疫情影响情
况，切实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困难，目前海
口大部分企业已实现了复工复产。115
个省、市重大项目（其中省重点项目45
个）除2个项目因无法实现闭环管理而
暂时停工外，其他项目均正常施工。江
东新区的127个在建项目全部实现不停
工、不停产。

海口坚持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民生和生产重点领域需求

22种蔬菜价格稳中有降
昌江为涉农企业开通“绿色通道”
全力保障正常生产

保供饲料让猪“吃饱”
本报石碌8月28日电（记者刘婧姝 通讯员

冯定坤）8月26日下午，满载着猪饲料的运输车
辆驶入昌江黎族自治县新六养殖有限公司，这意
味着该公司正常生产有了保障。

位于十月田镇保平村的海南昌江新六养殖有
限公司共有存栏种猪6750头、商品猪3.6万头，每
天需要80吨以上的饲料。但受疫情防控影响，自
8月7日起，昌江在各主要交通要道设置关卡，这
给公司生产带来了一定影响。

海南昌江新六养殖有限公司经理符贵仁说：
“当时公司储备的猪饲料仅能坚持1至2天，如果
不能及时补充饲料，将造成严重损失，更没办法确
保企业稳定生产，做好市场保供工作。”

了解到公司面临的难题后，昌江农业农村局
积极与县交通运输局沟通对接，开通“绿色通道”，
及时为企业办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切实
解决企业生产资料运输不畅的问题，保证企业正
常生产，也保障了昌江畜禽产品有效供给。

昌江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林永军说：
“该公司每月出栏商品猪约5000头，主要销往本
地市场以及白沙、东方，是昌江的猪肉保供企业之
一，生产一日不能停。我们接到企业反映的需求
后，第一时间与交通运输部门协调，开具办理车辆
通行证所需的证明，帮助他们解决从外地运输饲
料的困难。”

此外，在统筹疫情防控方面，昌江农业部门也
毫不松懈。“疫情期间，农业农村部门安排专员到
各个养殖场进行指导，对进入养殖场的车辆进行
严格防控。”林永军说。

海口警方依法打击涉疫违法犯罪

一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故意隐瞒行程轨迹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袁文豪）近日，海口疫情防控流调人员对一名核酸
检测阳性人员进行流调工作中，发现其存在故意
隐瞒其行程轨迹的情况。海口警方立即对其违反
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开展调查。

经查，该人员在疫情期间，违反居家隔离的
相关规定，且故意隐瞒其行程轨迹和密切接触人
员，严重影响了海口市疫情防控工作，导致疫情
存在传播的重大风险。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妨
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海口警方表示，公安机关坚持“零容忍、出重
拳、严打击”依法依规严厉打击违反疫情防控违法
犯罪行为，全力保障全市居民生命健康安全，维护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严格遵守疫情
防控措施，从自身做起，主动履行防疫责任和社
会义务。

六

行为：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
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
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未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到发热门诊就医，经劝阻无效的。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5
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元以
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
病情、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
传播的，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记
者 陈蔚林）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顺利生产，母女平安。”8月27日
上午，东方市中医院一处隔离病房里传
来了喜讯。完成生产的妇女杨如（化
名）躺在床上，回想凌晨就医经历，心里
充满了感激。

杨如曾是怀孕9个多月的二胎孕
妇，是东方市感城镇的居民。8月 22
日，她和家人一起被送到东方市尚学外
国语实验中学隔离点，“入住”隔离点1
号楼。在来的第一天，她大着肚子，很
显眼，隔离点医护人员、东方市第二人
民医院门急诊主任医师卢玉飞第一时
间就关注到了她。

“你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正常

产检做了吗？”……8月22日，接到杨如
后，卢玉飞就询问道，并将自己的电话
号码给了她。随后几天时间里，除了关
注杨如的体温等外，卢玉飞更多关心她
的胎动等情况。杨如预产期大概在9
月19日，也没有出现什么不适的状况，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

“卢医生，我可能快要生了。”直到8
月27日凌晨3时26分，忙了一天准备
休息的卢玉飞接到了杨如的电话。

“不要紧张。你生第一胎时从临产
到出生是多长时间。”在了解到她第一
胎产程比较短后，卢玉飞心里一紧。匆
忙挂断电话，卢玉飞立即拨打了120，
并将情况告知了隔离点点长羊杨璟。

赢得时间，才能确保安全。卢玉飞

第一时间穿好防护服，带着听诊器、血
压计等医疗器材，叫上1名护士，火速
朝着隔离点1号楼跑去。

当打开杨如房门，卢玉飞看到她就
坐在凳子上。“卢医生，我肚子有点疼
了。”杨如立马说道。“不要紧张。”卢玉
飞不断安抚她，并迅速给她测量体温、
量血压等，完成一系列基本操作。得知
救护车还有5分钟到达后，她和护士一
起慢慢将她扶着下了楼。

而另一边，羊杨璟一边穿衣服，一
边询问孕妇的情况。为方便给120救
护车引路，他小跑来到隔离点门口等待
车辆到来。

8月27日凌晨4时许，120救护车
到达该隔离点，将杨如送往东方市中

医院。
“到医院后，我们立即给她做了快

速核酸检测，并进行生命体征测试、产
检等。”东方市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
师陆景珍说，当天凌晨5时8分，核酸检
测结果呈阴性后，医院正式收她入院，
整个产程进展顺利。

8月27日上午7时40分许，杨如成
功分娩，顺产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婴。

“谢谢大家的帮助，辛苦了。”之后，她和
家人在隔离点微信工作群里表达感激
之情。

“看到她发来小孩照片的那一刻，
心里感到很高兴、很欣慰，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了。”卢玉飞说。

（本报八所8月28日电）

东方一隔离点连夜转送临产孕妇去医院生产

暖心接力 紧急送医保平安

8月28日，万宁礼纪镇，广东援琼消杀队在辖区内各个街道开展消杀工作。这是一支由深圳18家专业消杀公司、共计82人
组成的消杀队，于8月24日晚驰援万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开展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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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
势，国家税务总局白沙黎族自治县税务
局第一时间响应地方党委政府号召，主
动融入地方防疫大局，党员干部闻令而
动，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工作，积极优化
办税缴费服务，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
阻击战，“党建红”“防疫白”“税务蓝”交
相辉映，成为疫情防控一线一道道靓丽
的风景。

“在得知需要到对点帮扶的邦溪镇
协助开展全员核酸采样工作后，我立即
申请加入支援队伍。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组织需要我
们，我们就要冲上去！”自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以来，白沙税务干部张帅一直忙碌
在乡村防疫的第一线，既是“宣传员”，详
细讲解疫情防控政策；又是“转运员”，按

照规定时间运送核酸样本和防疫物资，
及时送达目的地；还是“指战员”，逐户入
户进行摸排，动员群众做核酸采样，做到
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邦溪镇作为昌江、儋州进出白沙的
重要交通要道，是外防输入的重要关卡，
连日来，税务干部符小明和志愿者们轮
流在该路口值守。“我家人需要每两天开
展一次透析，能不能尽快放行让我们赶
往医院。”符小明遇上需紧急就医的人
员，先安慰其不要紧张，便立即与疫情防

控指挥部、就医市县进行沟通协调，帮助
其走“绿色通道”，顺利进入县外医院开
展治疗。

类似的情景，不仅发生在白沙。在
此次支援儋州抗击疫情志愿活动中，白
沙税务局有5名青年志愿者参与其中。
他们参与到高风险小区值守、全员核酸
检测、社区物资配送等工作中，与当地防
疫人员齐心协力筑牢疫情安全防线。

“你好，这是团购的生活物资，以后
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找我们志愿者”。志

愿者林莉是儋州市城北社区的网格员。
据介绍，疫情期间，儋州市统一“线上采
购+党员配送”模式，因此每日蔬菜、米
面粮油等日用物资需求量多，配送量大，
林莉每天都要按照不同地址分拣、打包
生活物资，再把一袋袋物资搬上电瓶车，
在做好防护措施后，林莉便化身“配送
员”，骑着电瓶车冒着高温顶着烈日穿梭
在社区内的大街小巷，将一份份生活物
资送到群众手中。

国家税务总局白沙黎族自治县税务
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全县税务系统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继续统筹好疫
情防控和税收工作，与纳税人缴费人共
抗疫情、共渡难关，在疫情防控大考中，
奋力书写税务人的担当答卷。

（策划/撰文、供图 肖磊、玉荟）

国家税务总局白沙黎族自治县税务局

志愿服务在一线 抗击疫情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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