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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面清零的市县
出现零星散发病例应该怎么办？

从严从快抓好防疫
迅速开展应急处置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马珂）已实现社
会面清零的市县局部又查出零星散发病例，下一
步应该怎么办？8月29日，在海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六十四场）上，
省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答。

该负责人表示，对于当前出现零星的新增阳性
感染者，要从严从快抓好疫情防控，坚持露头就打，
认真做好流行病学调查，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要以快制快，第一时间开展流调。社会面一
旦出现阳性感染者，要严格落实“2+4+24”工作
要求，即流调队伍2小时抵达现场，4小时完成流
调核心信息，24小时初步查清基本情况并完成流
调报告。

科学研判，精准锁定风险人群。依托流行病
学调查应急指挥系统，充分发挥公卫、公安、工信
的“三公（工）”协同工作机制作用，结合现场调查
和大数据信息，综合分析、科学研判，排查活动轨
迹，锁定风险人群，合理判定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
密接，做到“应查尽查、应判尽判、不漏一人”。

严管快筛，有序做好区域核酸检测，尽快将社
会面隐匿传播捞干筛净。首先做到“应转尽转”，
发现阳性感染者后第一时间联系对接转运，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时间、最高效率完成阳性
感染者转运工作。对于已排查判定的密切接触
者，做到“应隔尽隔”，最大程度阻断传播风险。对
于涉及的重要场所或重点区域，及时开展风险排
查和管控。同时，结合环境检测、实验室病毒基
因测序等，做好疫情溯源工作。

该负责人提醒，零星散发病例时有发生，提示
疫情防控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大家要坚持做好
个人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常通风、
文明用餐、保持社交距离、做好日常清洁消毒、定
期开展核酸检测，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 本报记者 高懿

“这是咱社区的出入卡，一天一户
只出一人，且一个小时内返回，并提供
购买物资的凭证。”8月29日，在澄迈
县金江镇千秋社区的一处卡口，值守人
员王芳正在为出入社区的居民们发放
出入凭证，做到一次出入一核销。

这已经是该社区自此次疫情发生
以来发放的第4轮出入证，也是该社区
在“4+5+N”模式下，进行疫情防控的
第23天。

“4”是划定4个网格。千秋社区位
于澄迈县金江镇核心商业区，是商业与

居民区相结合型的社区，有大量商铺超
市，人员较为密集，社区内遍布互通小
路。该社区根据这些情况，将占地面积
1.8万平方米的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进
行管理，各网格之间用铁皮阻断，每个
网格内部循环流动，严禁人员跨网格流
动。

“5”是管好社区的5个路口。“不畏
辛苦，但求守住。24小时的值守是基
础，我们4个网格、5个路口均采用内循
环的模式，不离开岗位一步，每8个小
时轮换，一天下来三班倒，所有出入只
看社区的出入证件，非本社区人员禁止
入内。”王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个网

格点的卡口处最少派驻4名队员，在镇
干部、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机动
民警、下沉一线的党员干部“N”股力量
的定点值守下，保障5个路口、4个网格
的居民按照就近原则进出。

“第一个网格是我们社区最大的网
格，包括3个常住居民区，由于人数众
多，设置2个路口方便进出。”千秋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日梅拿出人员流动台账
向记者介绍，每一次的进出，全部登记
在册。

记者看到，流动台账上仔细记录网
格范围内的人员情况，包括出行人员时
间、次数，并写明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
以及保供人员、车辆的进出情况。

“虽然累些，可都是为大家好，有助
于尽快战胜疫情。”李日梅说，由于该社

区的独居老人和候鸟老人较多，她带领
工作人员组建起党员防疫志愿服务队，
进行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敲门”
行动，地毯式搜寻排查未按时进行核酸
检测的人群，并针对特殊人群开展核酸
检测采样上门服务。

得益于“4+5+N”模式的有序运
转，千秋社区成为澄迈县首批10个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之一。

“当无疫情社区越来越多，就意味
着疫情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小，更多社区
成为‘安全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澄
迈县“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工作
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4+5+N”
模式不仅为保护社区安全增添了一道
有力“屏障”，也提高了各防控卡点的工
作效率。 （本报金江8月29日电）

澄迈县金江镇千秋社区创新打造“4+5+N”疫情防控模式

厘清需求 划块而治
关注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陈俞任 王家悦）“暗访发现
该区有餐饮店违反疫情防控管理规定，
违规提供堂食，已责令关停，请密切关
注社区人员健康状况。”近日，海口市委
巡察办综合科工作人员柯景奋在对接
海口市美兰区三联社区工作人员时，就
该社区疫情防控不力情况进行提醒。
面对本轮突发疫情，海口市纪委监委抽
调专门监督力量，对核酸筛查进度、医
务人员配备、风险排查管控等关键环节
开展嵌入式专项监督，确保疫情防控各
环节提效。

连日来，海口市纪检监察机关扛起
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坚持以快制快，织
密疫情防控监督网。海口市纪委班子
成员挂帅，组成4个督查组，分赴该市各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三港一站”、12345
智慧联动平台、方舱医院等地，开展监
督指导。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452
名工作人员，以“室组地”联动方式组成
79个督查组，下沉基层一线开展嵌入式
监督，紧扣人员管控不严、筛查对象遗
漏、检测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深入开
展有针对性的突击式、暗访式、走流程
式监督检查，既精准查找防控措施存在
的短板，又坚决纠治疫情防控工作中出
现的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8月7日上午9时许，督查组发现
琼山区府城街道鼓楼社区工作人员周
明未按时到岗，遂反馈给社区党支部书
记。经督促，周明返回到工作岗位，然
而，当督查组“回头”检查时发现，周明
又擅自离岗。结合周明日常工作表现，

督查组责成府城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
辞退处理，并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相
关责任人予以谈话提醒。省纪委监委
对这一违反疫情防控纪律典型问题进
行公开通报。

滞留旅客离岛返程工作启动后，督
查组及时调整工作重点，8月13日即
组织力量到机场、港口、酒店等地，对滞
留旅客服务保障和离岛返程工作开展
专项督查。督查组共发现滞留旅客赴
机场交通保障不到位、服务专班工作人
员政策解读不精准等问题69个，并全
部反馈并督促责任部门、点位人员协调
解决、抓紧整改。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为推动疫情防
控期间涉疫问题线索快速启动处置、快
速核查处理，海口市纪委监委专门建立

直查快办工作机制，对专项监督中发现
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优先处置，
快查快结，从严处理。截至8月29日，
全市作风督查共追责问责53人。

此外，海口市纪委监委把坚持严的
主基调和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结合起
来，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符合容错情形的
失误、错误，依规依纪予以容错纠错，激
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奋勇争先、担当作为。

截至目前，督查组深入各村（社区）、
住宅小区、商超酒店、集中隔离点等重点
场所共7057个督查点位开展监督检查，
共发现问题1923个，现场督促有关部门
立行立改1780个，剩余143个问题全部
反馈并督促责任部门抓紧整改，还提出
工作建议、监督建议131条。

海口纪检监察机关精准纠治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作风问题

开展嵌入式专项监督 推动防疫各环节提效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马珂）
8月29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发《关于做好市
县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后疫情防控
工作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细则》指出，高质量社会面清零阶段是
指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但疫情尚
未结束的阶段。此阶段存在疫情扩散
和反弹的风险，要按照以市县为单位，
分类指导、有序开放的原则，逐步恢复
社会活动。

可放开：
恢复城际公共交通

有序恢复学校教学等

根据《细则》，可开放的方面包括：
恢复工业、农业生产，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上班。上班人员需坚持“两点一

线”工作生活方式。
恢复城际公共交通，社会面高质量

清零的市县，低风险区的乘客凭海南健
康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通行，人
员按75%限流。恢复市内公共交通，市
民凭72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通行。

有序恢复学校教学。学生及同住
人在开学前7天无中高风险区旅居史，
或3天内无从高风险降到中风险区的
旅居史，完成7天健康监测，凭入学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入学；开学后
学校每天抽20%师生开展核酸检测。

开放公园、广场、海滩等露天公共
场所。

有条件放开：
超市、“菜篮子”商店、药店等

《细则》指出，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
相关场所可有条件开放，如超市、“菜篮

子”商店、药店等，需查验72小时核酸检
测结果并采取扫地点码、测温、戴口罩、
通风换气、清洁消毒等措施。

出海作业方面，严禁擅自在海上与
境外渔船渔民进行渔获交易，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避免与境外渔船渔民接触。
远海渔船作业返回后，返港人员实行7天
居家隔离，7天内5次核酸检测。近海大
中型渔船每航次返港人员需完成不少于

“5天4检”的核酸检测，小型渔船返港人
员进行3天每天一次核酸检测。

工地施工方面，严格落实闭环管
理，每天1次核酸检测。快递、外卖方
面，从业人员每天1次核酸检测。

暂不开放：
餐馆、食堂暂不开放堂食

根据《细则》，暂不开放的场所为棋
牌室、麻将馆、茶馆、网吧、酒吧、影剧

院、健身房、KTV等人员密集、空间密
闭场所。餐馆、食堂暂不开放堂食。

暂不举办大型线下会议和培训等
聚集性活动，不组织广场舞、聚餐、赶
集等群体性活动，“喜事缓办，丧事简
办，宴会不办”。暂不恢复经营性旅游
活动。暂不恢复农贸市场和渔业交易
市场。

《细则》要求，要严格中高风险区管
理和低风险区3天1检的核酸检测策
略。严格定点医院、方舱、隔离点管理，
严格“三出”（出院、出舱、出隔离点）人
员管理。落实“三保”（保洁、保安、保
供）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防护和管理，每
天1次核酸检测。落实公共场所扫码、
测温、佩戴口罩、勤洗手、通风换气、遵
守一米线、少聚集等公民防疫基本行为
准则。无中高风险区的市县，按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实
行常态化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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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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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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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万宁市万城镇，万宁菜篮子公司保供小组工作人员在搬运蔬菜。据了解，该公司建立
了蔬菜保供小组，承担万宁全市蔬菜保供任务，确保蔬菜、猪肉运输渠道畅通。同时，建立售前售
后服务队，回应市民购菜需求和各类问题，协助解决配送队反映的问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加强保供配送
保障群众需求

·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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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从紧从严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助力早日
实现全省社会面高质量动态清零。要加大边督查
边督促整改，发现问题、剖析原因，督促相关部门
立行立改、整改到位。要加大对三亚、儋州、万宁、
乐东等市县督查力度，针对重点问题全面督查、完
整反馈。要继续把密接人员及时转运和对集中隔
离期满返回人员的严格管控作为督查的重中之
重。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于新发疫情和暴
露出的问题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初
始阶段 ，坚决防止疫情反弹。要提高督查质量，
用严细深实的作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问题。
要建立督查组考评机制，通过排名进一步激励督
查组各成员担当作为。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
灵、刘登山，省政协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争分夺秒加油干
助力早日实现
社会面高质量清零

◀上接A01版
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浓浓情谊，是海南

“最可爱的人”。对于各医疗队的无私奉献，海南
人民心怀感恩，永远铭记。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出席在三亚
的欢送仪式。

又讯（记者昂颖）8月29日，我省在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举行仪式，欢送即将返程的江西、福建、
云南驰援海南医疗队员，为医疗队送上锦旗。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外援人员后勤保
障专班组长苗延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抗疫英
雄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她表示，在海南疫
情防控最关键、最艰难的时刻，援琼医疗队员纷
纷挺身而出、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夜以继日投
身抗疫最前沿，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充
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浓厚情谊，弘扬
了伟大抗疫精神，为海南疫情防控增加了底气、
鼓舞了士气。海南人民对援琼医疗队的无私大
爱、善行义举将铭记在心、永远感恩。疫情即将
过去、友谊必将长存，真诚欢迎医疗队员疫情过
后，来海南再叙情谊。

据悉，此次返程的江西、福建、云南援琼医疗
队员已圆满完成任务。其中，8月8日晚，江西省
援琼核酸检测队132名队员抵达定安，随即展开
核酸检测工作；期间共完成核酸检测任务23.3万
余管，总检测人数为240.4万余人次。8月8日开
始，来自福建的1241名援琼医疗队队员陆续抵达
临高、琼海、乐东、儋州等地，开展核酸采样、检测、
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期间累计派出采样队员近
1.4万人次。8月5日、13日，云南省选派2批共
53人的应急处置队伍赶赴东方、临高，支援当地
开展现场流行病调查、流行病学分析等工作。

江西、福建、云南援琼医疗队离琼领队衷心感
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和相关市县对他们工作的关
心支持和全力保障，并表示，奋战的日子里，一幕
幕感人动情的画面、一个个冲锋在前的身影、一句
句加油鼓劲的话语，传递着医疗队与海南人民同
心抗疫的暖心力量和深厚的同袍之谊。祝福朴实
热情的海南人民健康平安，祝愿美丽的海南岛早
日恢复常态。期待疫情消散时，天涯海角再相约。

我省多地
欢送援琼医疗队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