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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2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基斯坦总统阿尔
维，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表示
慰问。

习近平强调，近期巴基斯坦发生严
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

以我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
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和“铁杆”朋友，中国和巴基斯坦长
期以来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并肩应对自
然灾害等重大挑战。此次洪灾发生后，

中国已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将继续向巴
方提供急需帮助，支持巴方开展救灾工
作。相信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共同努
力下，灾区民众一定能早日战胜洪灾、重
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巴基斯
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灾
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致慰问电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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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刘操）
8月28日，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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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医疗救治、隔离管控、流调溯源等工作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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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各疫情防控督查组要发扬
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分夺秒加
油干，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会议指出

争分夺秒加油干
助力早日实现社会面高质量清零

■ 海报平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全省疫情下降趋势明显，按照第九版防
控方案要求，一些地方逐步调整风险区
等级，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分级分类管
理、防止疫情反弹、防范零星散发病例
等，是需要妥善应对的新情况，也是对各
地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能力的重要

考验。
精准精细，是疫情防控的应有之

义。就近日省委的部署来看，多次提出
要及时调整风险区等级，做到科学精准；
要求三亚继续坚持“精准精细、突出重
点”策略等。随着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不
同市县、不同区域之间，越来越显示出差
异性，这对防控措施、应对方法提出了不
同要求。在既要防止思想懈怠又避免层
层加码的当下，疫情防控就要把握好节
奏、重点，精准研判疫情，根据最新动向、
具体情况精准施策。唯有按照省委的部
署，实施好精细化、精准化的管理和服
务，才能以最小代价控制疫情，巩固扩大

防控成果。
科学精准，是战胜疫情的重要法

宝。越是形势向好，越要坚持精准防控，
既要严防大而化之、层层加码，也不能麻
痹大意，导致疏漏误差。当前防控中的
好做法，之所以行之有效，贵在精准，例
如，三亚市根据形势变化，集中力量强化
社区网格化管理，以“小网格”筑牢疫情
防控“大屏障”；海口市龙华区整合信息
资源，借力大数据赋能疫情防控，让排
查、管控更精准、高效……这些经验启示
我们，防控越精准，处置越高效，越能赢
得主动权。为此，需在精准管理上狠下
功夫， 下转A04版▶

精准精细抓落实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记者李磊）
8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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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主持召开两场专题调度会，分别研
究部署全省重点场所、社会面清零或无
疫情市县疫情防控工作。

在全省重点场所疫情防控专题调
度会上，冯飞指出，监所、学校、养老机
构、托育机构、建筑工地、医疗机构等重
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容不得丝毫漏洞，
要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从严从紧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杜绝疫情传播风险。
要对各重点场所严格进行闭环管理，做
好生活配套服务保障，严禁工作人员、

保障物资跨不同风险等级区域流动，完
全阻断疫情传播链。要充分落实属地
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重点场所机
构主体责任，第一时间部署对相关涉
疫市县工作的督导检查，以严格督查
倒逼工作落实，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
险隐患。

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就全省16
个社会面清零或无疫情市县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部署，并调度儋州、乐东两地
疫情防控工作。冯飞要求，社会面清零
或无疫情市县要保持警惕，循序渐进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要安全有序做好高
风险区工作人员撤离工作，加强信息推

送，确保闭环管理。要进一步完善露头
就打的快速反应机制，把握新发疫情规
律性，充分做好行动准备，迅速扑灭零
星散发疫情。要加强集中隔离点和方
舱医院的规范管理，从严从细落实各项
管理措施。

当天下午，冯飞还前往三亚市荔枝
沟社区、建设街社区暗访检查精准防控
工作落实情况，指出要咬紧牙关不松劲，
持续发力，严格细致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做到严防死守、不留漏洞。

省领导沈丹阳、冯忠华、王路、闫希
军、倪强，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分别参加
上述活动。

冯飞主持召开全省重点场所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和省疫情
防控专题调度会

研究重点场所、社会面清零
或无疫情市县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记者李艳玫
王迎春）8月29日，省外援琼医疗队6974
名核酸采样、检测和流调队员离琼返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
长王贺胜，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三亚市
参加江苏省援琼医疗队和陕西省援琼医
疗队欢送仪式，毛万春还赴陵水黎族自
治县参加天津市援琼医疗队欢送仪式。

在三亚现场，三亚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宣读感谢信，毛万春向援琼医疗
队送上锦旗，感谢他们为三亚打赢疫情
防控的大仗硬仗作出的贡献。在陵水现
场，毛万春向天津援陵医疗队队员代表

赠送锦旗，并和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志
愿者们一同为医疗队送行。

江苏省援琼医疗队由方舱队、核酸
采样队、核酸检测队和卫监流调队共计
1800名队员组成，分别在三亚、海口等地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陕西省援琼医疗队
由核酸采样队、核酸检测队和卫生监督
流调队共1239人组成，分别在三亚、儋
州、保亭等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天津
援琼医疗队756名队员于8月12日抵达
陵水，深入11个乡镇251个村（居）委会，
支援当地核酸采样工作，同时协助隔离
点、中高风险区疫情防控工作。

王贺胜向援琼医疗队队员表示慰问
和感谢。他表示，各地援琼医疗队闻令而
动，不畏艰险，逆行出征，到海南后立即投
入到工作中。他们战高温，抗风雨，克服
各种困难，用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和
饱满的热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希
望队员们休整调养，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回归工作岗位，再续佳绩、再创辉煌。

毛万春表示，在海南疫情防控最紧
要的时刻，全国各地的各医疗队出征驰
援海南，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多地欢送援琼医疗队返程
王贺胜毛万春参加欢送仪式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马珂）
8月29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六十四场）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全省28
日报告感染者数较27日减少33例，社
会面感染者进一步减少，疫情维持下降
趋势。8月28日，共治愈出院1784例；
截至28日，累计治愈出院12707例。

三亚8月28日报告感染者90例，较

27日减少8例，疫情防控形势趋好；与
27日比较，儋州减少14例，乐东减少5
例，万宁减少5例。乐东连续多日未报
告社会面感染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临高报告2例集中隔离感染者，陵水、
临高维持社会面清零；海口报告3例定
点医院闭环管理重点人员和1例社会
面病例；定安、五指山、琼海、昌江多日
无新增。

8月28日，全省新增感染者120例，
其中确诊34例，1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归确诊病例，无症状98例。本土确诊
病例中，20例在隔离管控中发现，2例在
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98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中，94例在隔离管控
中发现，3例在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
中发现，1例待分类。

下转A04版▶

全省社会面感染者进一步减少
将持续做好农业生产互助共济和保供工作

建设高素质人民公仆队伍
锻造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坚力量

——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务员队伍建设工作综述
（A07版）

本报三亚8月29日电（记者李磊）
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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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前期取得的各项成绩来之不易，防
控工作越到收尾阶段越不能松懈，下一
步，要全力做好防反弹、快清零工作，做
到“快、准、细、实”，加快恢复经济社会正
常秩序。要瞄准薄弱环节精准施策，继
续加强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要持续压
实基层防控责任，不断提升社区干部执

行力。要加强保安、保洁、后勤保障等服
务保障人员的防疫管理，及时开展防控
专业培训，以毫不放松的姿态抓好各项
防控工作，一鼓作气夺取疫情防控的最
后胜利。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冯忠华、巴
特尔、王路、闫希军、倪强，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出席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海南省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疫情
防控会商会指出

全力做好防反弹、快清零工作
王贺胜毛万春出席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林书喜 刘梦晓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齐鲁
制药高端智能加工制造中心项目施工现
场，近200名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安装模
板、绑扎钢筋、吊装构件，一派繁忙景象；

在被称为海南“工业心脏”的洋浦经
济开发区，海南炼化已进入应急状态，推
行“泡泡式封闭管理”，各生产装置正常运
行，保障我省成品油及液化气稳定供应；

在海口江东新区，江东发展大厦项
目、中国移动（海南海口）自贸港IDC项
目等均跑出“加速度”……

海南日报记者8月29日从省发展改
革委获悉，连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全面
贯彻落实“经济要稳住，疫情要防住，发展
要安全”要求，采取多种措施，以非常之举
应对非常之时，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全省
重点园区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截
至8月26日，全省重点园区投资500万元
以上在建项目中正常施工项目超336
个，“四上”企业正常生产1027家。

“我们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项目主体

已经建到了四层。”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
部经济区（生态CBD）中轴线的江东发
展大厦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正在
进行地下室混凝土结构施工等，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
建设进度。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园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目前共有超2万名建设者、近1500台
（套）大型设备奋战在100多个项目建设
一线，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加快产业集
聚。同时，园区采用“承诺制+台账管理”
的方式，累计为30余个重点重大项目发
放线上线下物资运输通行证200余张，确
保重点重大项目关键施工工序不间断。

儋州市科工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儋州洋浦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努力下，
当地企业的生产原料和在建项目的建
材进货受到制约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海南炼化、逸盛石化、金海浆纸、澳斯卡
国际粮油、恒丰面业、汇智石化等20多
家重点企业平稳生产，安全运行。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齐

鲁制药高端智能加工制造中心项目正
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6.9亿元，目前
已经完成投资额3.95亿元，我们正在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齐鲁制药（海南）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文民介绍，该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高端复杂注射剂生产车间、口
服固体制剂生产车间、综合智能高架立
体仓库、综合连廊及各类配套设施。

除了确保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企业
也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8月6日
起，公司共793人实行封闭运行管理，吃
住都在公司，同时适当安排一些娱乐活
动，舒缓员工身心。”刘文民介绍，公司主
要生产抗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8
月以来启动10条生产线，实现单月产值
3.1亿元，基本能供应国内、国际市场。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加大协调
力度，推动有条件的重点园区、重点项
目、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同时加快
出台我省经济发展恢复的相关方案和措
施，谋划组织开展各类招商、展会、赛事
等活动提振市场信心。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全省重点园区300余个项目正常施工，1027家“四上”
企业正常生产

企业生产不停步 项目建设不放松

一线直击

我省印发细则指导
市县做好实现高质量社会
面清零后疫情防控工作

有序开放
逐步恢复
社会活动

8月29日，海口市江东新区一项目工地上，工人正在安装外墙玻璃。
据了解，江东新区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坚持“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江东新区：

复工抢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