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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所高中
9月5日起错峰报到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实习
生丁馨）近日，海南中学、海南省农垦中学、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等我省多所高
中先后发布开学时间。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9
月5日起，各校将采取错峰分批返校的方式迎接
学生的到来。

以海南中学为例，该校明确，9月5日9时至10
时30分为高二年级学生报到时间；10时30分至12
时为高三年级学生报到时间；15时30分至16时30
分为初二年级学生报到时间；16时30分至17时30
分为初三年级学生报到时间。9月7日8时至12时
为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学生报到时间。

据了解，针对一些暂居其他市县，不具备返校
条件的学生，各校纷纷推出线上教学，方便无法返
校学生居家线上学习。以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为例，该校高三、高二、初三年级符合条件的学生
将于9月5日错峰返校上课。高一、初一、初二年
级学生9月5日开始线上教学，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另行通知返校时间。

记者注意到，各校对学生返校提出要求。海
南省农垦中学明确，中高风险地区师生暂缓返校，
社会面还未清零的市县暂缓返校。在岛外低风险
区的教职工，至少在本单位规定的到岗时间提前
7天返琼；学生至少在报名注册时间提前7天返
琼。所有来校师生需在海口住满7天，且在来校
报到前完成三天两检，持“三天两检”的核酸检测
结果来校报到。师生员工报到时需检查“两码一
行程”；学生需打印报到前一天的彩色健康码、行
程卡备检。

⬆在国家能源集团海南公司乐
东电厂，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机组运行
保发电。 赵言覃 摄

➡8月29日，在乐东黎族自治
县尖峰镇一火龙果基地，工人在打包
火龙果。 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稳产保供
起来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陈颖）8月29日，省供销合
作联社、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
海南乡村振兴网在海口联合举办2022
年海南“农业生产 互助共济”农产品云
产销直播活动。海口、儋州、东方、乐
东、临高、昌江等市县种植养殖户与省
外多家采购企业通过云签约方式，签约
订单8000万余元。

受疫情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农
产品待销卖难情况。该活动以“农业生
产 互助共济”为主题，采取“云会面、不
集中”的方式，连线海南当地待销卖难

农产品供应商，进行线上推介产品。主
办方组织了香蕉、火龙果、菠萝蜜、柚
子、家禽等种植养殖大户及企业代表进
行产品云推介，邀请了200余家采购企
业参与线上直播。专场直播活动吸引
全国各类农产品供应商、收购商逾5.6
万人线上观看。

省供销合作联社经济发展处四级
调研员苏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云产
销”直播活动旨在积极搭建海南农产品
种植、养殖企业与渠道商资源对接平
台，通过“云对接”，提升农产品供给方
与采购方精准深入互动。

海南乡村振兴网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南乡村振
兴网开展了“公益海南”四号行动，充
分发挥媒体优势，开通助农热线和微
信互助群，分类收集全省农产品待销
信息，精准对接采购需求，陆续发布
了 15期待销产品信息推文，取得较
好的社会反响。

截至8月29日，我省通过云产销
直播，全省各市县供销社农产品运销公
司、为农服务中心、菜篮子承担企业以
及海南乡村振兴网累计销售（含捐赠）
卖难农产品255.55万斤。

结合当前疫情形势，海南省供销合
作联社、海南乡村振兴网、省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联合会等单位还联合发出
《“农业生产 互助共济”助销农产品倡
议书》，动员广大爱心企业、爱心市民等
参与帮助销售海南待销农产品。

下一步，省供销合作联社、省农业
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海南乡村振兴
网将紧密结合海南待销农产品实际情
况，充分调动各方资源，积极帮助待销
农产品种植养殖户、企业搭建平台，实
现精准对接，助力海南待销农产品卖
出去、卖好价。

2022年海南农产品云产销直播活动签约订单逾8000万元

搭好“云平台”销路畅起来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郭颖）海南日报记者8月29
日从国家能源集团海南公司获悉，8月
以来，该公司严格落实能源保供工作要
求，详细制定能源保供措施，“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我省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各发电
厂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公司主要负责
人和各级管理人员实行24小时带班值
班制度，建立两日汇报机制。

国家能源集团海南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富说，该公司充分借助国家能
源集团煤炭、电力、运输、化工等全产业
链业务一体化优势，确保煤炭供应充
足，绝不允许疫情期间因煤炭供应不足
导致机组降负荷情况发生。

据介绍，国家能源集团紧急为海
南公司增供6万吨煤。目前该公司存
煤可保障煤电机组稳定发电20天以
上。8月底前，另有一艘6万吨级煤船
将抵琼，全力保障海南疫情防控期间

能源供应。
该公司旗下乐东电厂8月5日开

始实行全厂封闭式管理，做实做细日常
巡视检查和定检维护工作，强化燃料接
卸、入库、上仓管理，确保在疫情防控关
键时刻“发得出，顶得上”。

该公司旗下大广坝水电厂和红岭
水电厂在8月5日也实行全厂封闭式
管理；在防疫上，暂停生产人员倒换
班，严控内外部人员流动，安排上门核
酸检测，防止病毒输入；在防汛上，提

前做好大坝安全监测和水情测报信息
两个系统的检查维护，并着重加强对
上下游河道及浅滩的巡视，做到防疫、
防汛“两到位”。

同时，该公司还组建青年志愿服务
队，已于8月19日下午抵达三亚。各基
层电厂积极组织志愿者投身地方社区抗
疫服务，维护核酸检测点现场秩序，做好
核酸检测人员信息录入，为行动不便的
居民提供上门服务，助力相关地区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

国家能源集团海南公司防疫保供两不误

全力保障海南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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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七

行为：不按照规定居家健康监测或
者隔离观察，或者集中隔离结束后，不按
照规定接受健康监测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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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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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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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机场国内客运航班
恢复商业化运行

本报嘉积8月29日电 （见习记者陈子仪）
8月 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有关部门获
悉，自8月 29日零时起，博鳌机场国内客运航
班恢复商业化运行。

据介绍，自8月22日起，7日内无省内涉疫市
县（区）旅居史的旅客，需提供离岛前48小时2次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含离岛当天，每天1次）方
可购买客票；7日内有省内涉疫市县（区）旅居史
的旅客，购票时需提供7天5检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第1至4天内不同日期2次核酸检测结果阴
性；第5、6、7天每天1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可含
离岛当天）。

琼海市旅客可通过出租车、网约车或私家车
从居住地“点对点”前往机场，其他市县旅客由所在
地政府统一安排车辆“点对点”运送至机场。从博
鳌机场出发旅客还需登录海南健康码“离岛申请”
小程序申报“离琼码”，经查验后方可登机离岛。

◀上接A01版
因时因势、靶向施策，做到精准聚焦、精
准发现、精准处置，在精准应对中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影响。

精准管理的同时，还要做好精细服
务。随着防控形势的变化，人们的需求
会更加多元，也就更加考验服务管理的

精细化程度。比如，既要做好高风险区
群众的物资供应、就医用药等问题，也
要应对低风险区农业生产、项目建设等
需求，还要疏导群众的心理情绪，持续
引导群众做好核酸检测等防护工作
……此时，举措越贴心细心，越能获得
群众的支持配合。一分服务可以取得

两分管理的效果。要把服务民生摆在
重要位置，坚持群众至上、事不避难，做
到管理和服务并重，用心用情解决好群
众的燃眉之急，在统筹兼顾、精细服务
中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凝聚共克时
艰的合力。

抗击疫情是一场大考，考验的不

仅是决心和意志，也是各方的治理能
力。根据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新情
况、新问题，把握好节奏和方法，实事
求是、精准施策，让防控工作更加精
准化、精细化，我们定能乘势而上，巩
固得之不易的防控成果，赢得最终的
胜利。

精准精细抓落实

◀上接A01版
我省做好外省援琼医疗队返程工

作。对外援人员离琼的车辆、路面交
通、通关等保障进行调度协调，全力保
障外援人员安全、有序离琼。8月29
日，共有来自山东、福建、天津、江苏、四
川、山西等9个省市的6974名省外援
琼医疗队队员离琼返程。

我省继续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针对在全省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向好
情况下拟定核酸检测方案，符合条件
的高风险区及时调整为中低风险区；
按照攻坚拔寨行动方案，高风险区上
门“一户一管”采样，其他区域按 10
混 1或 20混 1采样，尽量混管采样，
减少单管单采；低风险区连续7天未
阳性检出的，实行 3天一检，可分批
开展；无疫情的市县每周一检，可分
批开展；超过 10天没有新发感染者
的，转入常态化防控；进一步优化样
本送检安排，及时快速送检，特别是
风险高的区域的样本优先上机检
测。各市县要学习借鉴定安、屯昌模
式进行“结对子”，错峰分批安排，建
立临近市县互援机制。继续统筹调

度全省采样力量，向重点市县倾斜，
协调 509 名省外医疗队采样人员支
援乐东，定安、屯昌、临高共250名采
样人员支援澄迈。

指挥部下发关于从严从紧加强
重点机构场所疫情防控措施的紧急
通知，要求各重点机构场所要深刻认
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复杂性，
以及当前奥密克戎变异株隐匿性传
染性强的特点，思想上绝对不能麻痹
松懈，行动上要稳健果断，切实把抓
好养老院、医院、学校、工地等重点机
构场所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要的政
治任务，坚决从严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派出
谁负责”，对因责任不落实造成疫情
传播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重点机
构场所要严格落实入口扫地点码、测
体温和核酸检测结果查验措施。疫
情期间，养老院、儿童福利领域服务
机构、监管场所、医疗机构住院区要
严格实行封闭管理、视频探访等措
施。建筑工地等重点行业工作人员
无法做到封闭管理的，要落实“两点
一线”上下班，不去人群聚集公共场

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重点机构场
所要加强固定工作人员、临时聘用人
员和服务对象的健康监测，执行“日
报告”“零报告”制度，如有出现可疑
症状，须及时就医，不得带病上岗。
工作人员每日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重点人员上岗前开展一次抗原检测，
拍照留查。各重点机构场所至少预
备一个临时隔离区/隔离房间，用于
出现可疑症状的人员等留观使用。
当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应在当地疾控机
构的指导下，落实隔离管控、终末消
毒等应急处置措施。

进一步加强社区管理。强化对涉
疫重点市县社区检查督导，进一步梳理
工作组、督查工作专班等督查发现问
题，督促各市县全面整改落实。对市县
混管阳情况和全省进出岛人员车辆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做好新增病例
流调工作。持续做好重点人员数据核
查。截至8月28日，下发市县涉疫重
点人员数据共183.9万条，人员核查率
99.98%。

开展农资集中购销和点对点配送，

对接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托管、代耕、
代收等服务，妥善解决农业种、管、收、
运、销等各环节问题，千方百计保产增
收。印发冬春季瓜菜生产指导意见，促
进冬春季瓜菜产业，实现稳产保供。统
筹畜禽、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

下一步，我省将加强对当前疫情形
势的研判，千方百计打好疫情防控“围剿
战”。紧盯社会面角角落落，关注苗头性
问题，从早从快、坚决果断、露头就打，落
实好“动态清零”总方针。循序渐进放开
高质量社会面清零市县社会面管控，坚
持先生活后生产、先必需后其他、先外卖
后堂食，防止放而不管、一放了之。扎实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方舱医院、集
中隔离点、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和重点
人群疫情防控。严格落实治愈出院和解
除集中隔离人员居家健康管理规定，加
强健康码赋码和“地点码”扫码查验，定
期开展社区核酸检测。做好中小学开
学、大学生离琼返校、市场保供、保医保
药、农渔业生产等工作。高效统筹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
无疫社区、无疫村创建。

全省社会面感染者进一步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