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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这些农产品
急寻大宗采购买家

1. 海口石山镇美岭村有60万斤-70万

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胡女士 15203625571

2. 儋州大成镇吉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有25万斤泰国八号菠萝蜜和15万斤皇帝
蕉待销

联系电话：姚先生 13627535688

3.保亭三道镇有5万斤菠萝蜜待销

联系电话：李先生 15120906556

4.临高新盈镇有3.5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曾先生 15289811222

5. 三亚天涯区南岛派出所附近有

10000-2000斤7号红毛丹待销，9元/斤

联系电话：符女士 17789842763

6.海口有5万只乳鸽待销

联系电话：傅经理 13807633131

何经理 13876800913

7. 屯昌坡心镇洪涛坡农场有8万多只

蛋鸡和澄迈金江镇扬坤村有3万多只蛋鸡

待销，蛋鸡带毛13元/公斤，同时有鸡蛋待

销，每天产量600箱，240元/箱，360枚/箱

联系电话：王女士 183893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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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如果您有待销农副产品需要帮助
或者有采购意愿，可以拨打海南乡村
振兴网助农专线：0898-66810080，也
可以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微信公众
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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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关注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十四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行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违反首诊
负责制，擅自接诊发热病人，造成严重后
果的。

将依法暂停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

许可证。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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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
记者 陈蔚林）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通讯员 符健柏

9月6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石碌镇牙营村口卡点，志愿服务体系
的志愿者正在对入村人员进行扫码测
温，做好往返登记。在村委会办公点，
疫情排查管控网格化体系人员正认真
梳理省内外返乡人员排查登记表，同
时入户宣传防疫相关知识，切实做到
疫情防控不松懈。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石碌镇牙营
村通过组建村级防疫指挥体系、疫情
排查管控网格化体系、志愿服务体系
三级体系，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网，形
成村民自觉防疫、主动防疫，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的良好局面。
日前，在我省发布的第三批1179个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评选名单中，昌
江共36个村庄名列其中，石碌镇牙营
村成为无疫村之一。

牙营村共有253户1123人。本轮
疫情发生后，该村党支部闻令而动，迅
速构建起由党支部书记牵头建立，负责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宣传和组织发动的
村级防疫指挥体系；由村“两委”牵头建
立，10名村小组长和村务监督员分片包
户，负责拉起防疫动态网格的疫情排查

管控网格化体系；以及由全村34名党
员、9名临时公益性岗位和普通村民组
成，分布在核酸检测、人员排查、防疫设
卡口等抗疫一线的志愿服务体系。通
过发挥这三套体系的作用，牙营村在最
短时间内实现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有人
问、有人管、有人干。

“我们村构建了三级疫情防控体
系，村‘两委’干部和各小组长、镇包点
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都参与到核酸
采样和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中来。”昌江
石碌镇牙营村党支部书记符帕积说。

依托这套三级防疫体系，在全省
疫情蔓延高发和昌江发现确诊病例期
间，牙营村有序开展了涉疫大排查、涉
疫跟踪管理、设置防疫卡口、全民核酸
检测、强化环境清洁等诸多措施，有效
开展疫情防控宣传，不断提升村民的
防疫意识，实现了从“要我防疫”到“我
要防疫”转变。

“经过7轮全员核酸检测，昌江转
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牙营村的村民积
极配合，凡是要外出，他们都会到县城
的采样点上去做核酸采样，从外地回
村也都积极到村委会报备，配合防疫
工作。”昌江石碌镇组织委员李捷说。

（本报石碌9月6日电）

昌江建立核酸检测、人员排查、防疫设卡三级防疫体系

牙营村有张动态防疫网

我省推出九项医疗保障举措助力疫情防控

拨付近13亿元采购新冠疫苗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开学第一课”反响热烈

展示生动案例
引发家长共鸣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9月 5日，
中小学校开学之际，省乡村振兴夜校联合省乡村
振兴局、省妇联、省乡村振兴工作队管理办公室
共同策划的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家庭教育
重于山》播出，在广大驻村干部和村民中引发积
极反响。

节目邀请了海南省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季淑华、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丹丹，一同分析家庭
教育错误案例，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
以家校联合的有效方式培养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
和接班人。

“作为一名小学生的父亲，这堂课给了我很多启
发。”五指山市毛道乡毛道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徐志
新说，他的儿子今年8岁，暑假时同他一块来到毛道
村，没想到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从前在家的时候，
儿子喜欢玩手机、打游戏，但来到毛道村后，我走到
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干什么，他就帮着干什么。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这期
特别节目也令我产生了共鸣：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影响着孩子的
一生。”

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大墩村的驻村干部和
村民收看本期特别节目后同样颇有收获。该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张泽浩说：“节
目中展示的生动案例，让村民更能直观地感受家
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堂课上得
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实用，对于帮助乡村群
众提高家庭教育意识、通过教育振兴推动乡村振
兴至关重要。”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吴敬波 钟宇靖 孟翔宇

一袋脏衣服，是省审计厅支援抗
疫志愿者丁萌从三亚市赴乐东黎族
自治县所带的“全部家当”。

8月21日，白天丁萌还在忙着给
负责点位封控楼里的居民送物资。
3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密不透风的
防护服，加上多趟跑动、搬运，让丁萌
的衣服湿透了。当天傍晚回到驻地，
他刚把几天来还没来得及洗的脏衣服
泡到桶里，打算先吃饭再洗衣服时，就
接到了指挥部的会议通知电话。

到了指挥部后才知道，省委决
定派出18个督导组奔赴18个市县，
督导集中隔离点管理和运行工作，
丁萌被任命为乐东组组长，“现在马
上出发，当晚必须到位”，这是丁萌
的新任务。

开完会回到驻地，丁萌一边收拾
行李一边向所在社区报告，同时向自
己所在的小组通报情况。“你那桶脏
衣服怎么办？”一个队员问。丁萌看
了看，笑着摇摇头说：“顾不上了，任
务要紧！”就这样，他把这桶湿答答的
脏衣服装进塑料袋，马不停蹄赶往乐
东赴任。

接过丁萌组长一职的，也是来自

省审计厅支援抗疫的志愿者韩权。
信息采集、护送密接者、喊楼发动群
众做核酸、搬运和配送生活及抗疫物
资……每天凌晨5时，韩权带领组员
起床洗漱，6时他们已经到达各自负
责的核酸点位。

防护服，是韩权和组员每天工作
的“标配”，他们穿着防护服，爬楼梯
上门给居民做信息录入；他们也会穿
着防护服，在核酸通道上维持秩序、
测量体温、整理物品、喷杀消毒。

一层又一层，一栋又一栋，对于
韩权和组员来说，每天上门进行信息
采集录入，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巨
的任务，“穿着防护服，每走一步都很
吃力”，韩权经常走到腿软，停一会、
匀下气后，他又继续往前走、往上爬。

仅8月29日和30日，韩权和符
莲莉到社区参加生活物资的搬运和
配送工作，分别搬运、打包、配送
1411份和1638份生活物资。

省审计厅支援抗疫志愿者苏文
保，8月23日被任命为三亚某隔离酒
店“点长”。当过部队基层主官的苏
文保深知，“点长”的任务是全力统筹
抓好隔离点规范化管理，确保人员不
交叉、风险不外溢。

其中，“在隔离点，隔离人员或多
或少都存在着烦躁情绪。做好他们

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是做
好隔离点工作的前提。”为此，对于每
位隔离人员的诉求，苏文保都认真倾
听，大小事情都想办法解决；一时解
决不了的，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和劝
导工作。

“饭菜多点”“牙膏没有了”“多要
点水果”……8月25日，当得知一名
50多岁的低血糖隔离人员急需一些
甜食但又无法采购时，苏文保把自己
带来的蛋糕送给隔离人员。“服务保
障有力度，关心关爱有温度”，苏文保
坚持服务好每一名隔离人员，服务好
隔离点每一项工作。

同时，苏文保还与同行的省审计
厅支援抗疫志愿者王捷一起，设计隔
离人员管理数据库，每天只需导入前
台入住隔离人员数据，更正错误信息
后经过数据分析，便可以快捷查找出
次日符合解除隔离人员和核酸采样
人员的数据，提高了数据统计上报和
筛选解除隔离人员数据等工作效率。

截至目前，全省审计系统共派出
500余名干部职工，除参加驻地疫情
防控外，驰援三亚、儋州、乐东、陵水等
市县，下沉到50多个社区、乡村，深入
开展“党徽闪亮、党旗飘扬”等活动，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全省审计系统500余名干部职工奋战抗疫一线

“管家”“点长”们的“疫”时刻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和白马井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不定时用船只有序为渔民运送物资补给，全力解决渔民生活难题。

儋州紧盯“防反弹、全面清零”的目标不放松，进一步完善疫情“露头就打”的快速反应机
制，充分做好行动准备，迅速扑灭零星散发疫情。坚持“人物同防”，加大对冷链、物流的防疫
工作力度，杜绝“由物及人”的传播风险。高质量做好消杀工作，为复工复产创造良好条件。

分类施策支持保障医疗机构
开展救治工作，提前预拨医保专项
资金，缓解新冠肺炎救治医疗机构
的资金压力；及时对产生的有关新
冠医疗救治费用与医疗机构进行
结（清）算；及时出台政策，指导做
好方舱医院收费和医保支付等工
作。

对新冠患者（包括确诊患者、疑
似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实行
“先救治、后结算”，患者个人“零自
付”。对参保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
给予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和财政补助等多重保障。对未参保
患者，允许补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后享受相应待遇。异地就医医
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
行垫付，垫付的费用纳入全国异地
就医费用结（清）算，个人承担部分
由就医地财政按规定承担。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孙
慧实习生张紫旖）自本轮疫情发生
以来，省医疗保障局及时调整政策
规定，推出九项医疗保障举措，解决
参保群众以及医疗机构后顾之忧，
更好地服务我省疫情防控需要。

据了解，省医疗保障局从医保基
金中拨付近13亿元用于采购新冠疫
苗，满足本轮我省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的需要。

此次推出的医疗保障举措，还
包括针对新冠患者的多重保障。对
新冠患者（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者
及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实行“先救
治、后结算”，患者个人“零自付”。
对参保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给予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财政
补助等多重保障。对未参保患者，
允许补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
享受相应待遇。

临时调整门诊慢性特殊疾病
管理方式。取消慢性特殊疾病患
者只能在两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取药或治疗的限制，全省所有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以取药或
治疗。病情稳定的门诊慢性特殊
疾病参保患者，经定点医疗机构医
生评估后，最多可开具90天用量
的门诊药品。

及时出台助企纾困政策。
2022 年 7月至 9月，对全省中小
微企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等
社会组织实行可缓缴3个月的政
策，对城镇从业人员、城乡居民、新
生儿及其他人员分类延长征缴期，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参保人待遇
应享尽享。

省医疗保障局从医
保基金中拨付近 13亿元
用于采购新冠疫苗，满足
本轮我省居民接种新冠
疫苗的需要。

将新纳入新型冠状
病毒诊疗方案的阿兹夫
定片临时纳入我省医保
基金支付范围，按甲类药
品政策执行，切实保障新
冠患者用药。

全力做好防控医疗
物资保供稳供工作，重点
保供救治药品、医用耗材
以及新冠病毒检测相关
试剂可按规定实行绿色
通道应急挂网。

持续做好医保经办服务，延长
2022年7月医疗保障智能监管申
诉期及2022年6月、7月的复审终
审期限，并采取网上办、延时办、简化
办、下沉办等措施，方便参保单位、参保
人员等服务对象及时办理医保业务。

调整疫情期间参保患
者择日住院前的医疗费
用处理规定，解决住院费
用结算衔接问题，减少突
发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切实维护参保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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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
为复工复产创造条件

渔港工作人员为渔民送补给。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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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井中心渔港，防疫人员上船为渔民做
核酸

采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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