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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9月6日，三亚市消防救援人员在一家大型超市进行消杀作业。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莫文彬 图/文

十五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行为：违反疫情防控规定，乱扔口
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等，违反传染
病防治法等疫情防控规定，随意处置含
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医疗防护用品、
器材、医疗生活废物以及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

罚。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三十八条，构成污染环境罪。故意投放

新冠肺炎病原体，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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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
记者 陈蔚林）

海口调整常态化
核酸筛查服务时间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记者习霁鸿）9月 7
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知，表示为了更好服务市民和游客，自9月8日
起，海口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点服务时间延长到
19：30；非全员区域增设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
（含采样亭），每日核酸检测时间为08：00～13：
00，16：00～22：00。

9月10日中秋节当天全市核酸采样点（含采
样亭）服务时间临时调整为08：00～17：30。

海南电网志愿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疫”不容辞 同心战“疫”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朱滢琳 吕博睿

从8月16日至9月6日，22天的时间里，南方
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支援三亚青年志愿者王紫瑶爬
了1000多层楼，累计采集2468人次的核酸，而整
个团队在此期间已累计为1.12万个居民进行了
核酸信息采集。

原来，电网志愿者们进行核酸信息采集地的
居民楼多为老旧自建房，平均每栋6至9层，没有
电梯，志愿者们只能一层层地爬上去。

“穿着防护服走路已经很耗体力，爬楼之
后更是呼吸困难，我们每天平均每人要爬至少
60 层楼，真的很累很累！”王紫瑶喘着气说。
一上午下来，她的衣服已被汗水打湿，双手被
捂得发白起皱，口罩也在她脸上留下了深深的
印痕。

这一支由16名党员、21名团员组成的青年
志愿服务队冲锋在前，连续20多天奋战在一线，
他们不畏疲劳，用汗水和坚守为海南疫情防控工
作贡献力量。

“越是到疫情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咬紧牙
关，全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海南电网公司
支援三亚青年志愿服务队队长马赫给队友们加油
打气。 （本报三亚9月7日电）

为恢复运营做准备

三亚开展大型商超消杀工作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王
兰兰）“呲呲呲……”9月5日上午，在
定安县定城镇水冲坡村，一位身着防
护服的消杀员正手持着消毒设备走
村串巷。“村委会定期组织人员对村
内公共场所、垃圾回收房进行清理，
并进行全面消杀。”水冲坡村党支部
书记朱倩说，这已经成为该村的常态
化防疫举措之一。

在海南本轮疫情中，水冲坡村严
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守住了辖
区内疫情零感染结果，被列入我省首

批“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成绩
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坚守与付出。

朱倩介绍，疫情暴发后，水冲坡
村立即成立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组建了一支包含村“两委”干部、包点
镇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帮扶
联系点单位人员、村民小队长等人员
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制定各项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为疫情防控
工作提供了组织、制度保障。

“在疫情防控中，水冲坡村党支
部坚持党建引领，始终将党旗飘扬在

一线，村内不管是年轻党员还是老党
员，都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带动
了不少村民参与其中。”朱倩说。

当天，记者在水冲坡村口处看到，
这里的卡点并没有因为定安解除静态
管理而撤离，村里依旧安排了专人值
守，对进出车辆、人员询问、登记。

“村里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
后，我们仍对流动人员落实村口卡点
管理制度，要求外来人员扫健康码、
行程码、地点码，并对疫区返乡人员
落实三天两检核酸检测。”正在值守
的党员代表陈艳表示，作为村中一
员，她将持续敦促出行群众佩戴好口
罩，并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村民朱敏是水冲坡村疫情防控
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在疫情形势较
为严峻阶段，他一直与村干部们奋战
在抗疫一线，为水冲坡村的防疫工作
做好保障。他告诉记者，自己很乐意
为家乡助力，今后他也将继续参与水
冲坡村的疫情防控后续工作，争做

“排头兵”，为水冲坡保持“无疫村”良
好态势贡献了力量。

朱倩表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必须发挥好党员和群众力量。下
一步，水冲坡村将继续充实疫情防控
工作队伍，不断筑牢群防群控、联防
联控防线，阻断疫情传播渠道，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定安县定城镇水冲坡村：

强化群防群控 共建“无疫村”
关注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 见习记者 刘宁玥
通讯员 尹婉妮 林嘉庆

9月 7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体教融合产业发展（琼中女足）示
范区项目一期工程现场，1台吊机稳
稳将1根28米长的钢梁送至指定位
置，周围7名工人围在一起，在2小时
内合作完成焊接。完工后这块区域
将成为A-2足球比赛场 5000人的
看台。

“目前要完成12根悬挑钢梁的吊
装，已焊接6根，按照这样的速度，预
计9月中旬能如期全部吊装好。”项

目负责人符文浩介绍称，这是主体结
构施工的最后一步，完成后方能开展
后续施工。

按照原计划，应在8月底完成吊
装。符文浩解释称，疫情导致钢梁的
运输受阻，施工一度按下“暂停键”，琼
中各部门协助项目复工，采取车辆“点
对点”的闭环运输方式，才解决这一难
题。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琼中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
各职能部门在严格做好防疫前提下，
为运输“开绿灯”，保障材料、人员安全
有序流通，提升社会综合效益。

这一点，吊车司机唐能武深有感
触。唐能武驾驶的车辆无法通过“点
对点”闭环运输方式转运，必须由本人
驾驶进入县城，操作机器。然而，唐能
武所在的地区处于低风险区，按照规
定，他无法进入琼中。琼中县有关部
门将情况摸底上报，确认他一直处于
低风险地区，并连续72小时3次核酸
检测呈阴性后，为他发放授权书，派专
人在高速公路卡口接他直达隔离点。
经过隔离及连续核酸检测后，唐能武
顺利到岗。

“点对点”的闭环运输，恰好打通
从路口到工地的“最后一公里”。在进

入琼中的高速公路卡口时，抗疫工作
人员核实送货司机身份信息及核酸检
测结果，并给车门贴上封条。随后，由
琼中县城投公司派车辆全程监督货车
直达项目工地。工地安排专人卸货，
货车司机全程封门封窗，双方全程“零
接触”。如此一来，货车便可当日返回
海口。

“除了最主要的钢梁，还有油漆、
混凝土等材料，都陆续运到现场。”符
文浩最头疼的问题业已解决，如今“有
米下炊”，项目将调度人手连续作业，
以完成滞后工期的生产任务。

如今钢梁、吊车及时就绪，在符文

浩负责的工地上，钢结构安装工、加工
场焊工等施工人员陆续来到施工现
场，项目复工火热进行，5000人看台
项目施工进度已超过单位工程总量的
70%。项目负责人全程跟进并做好项
目地“健康码”扫码监督、“身份信息”
数据汇总工作，确保在建项目稳步推
进不断档。

据悉，该项目的建成，将有助于琼
中协办海南琼中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
赛、U系列男女足赛事及“哥德杯中
国”世界青少年女足冬季赛等赛事，进
一步提升琼中女足品牌影响力。

（本报营根9月7日电）

全面助力复工复产

实现各乡镇
就业驿站全覆盖

本报石碌9月7日电（记者刘婧
姝）9月7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石
碌站、海尾站、叉河站、昌化站、十月田
站、七叉站、王下站、清洁能源产业园
站等各就业驿站在主会场叉河站联动
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昌江各乡镇就
业驿站已全部落成。

经过2个月的精心筹建，该县目
前已实现各乡镇就业驿站全覆盖。就
业驿站将提供“一站式”公共就业服
务，把政策、服务、温暖送到老百姓手
里，全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劳动力
就业创业。

据了解，为做好昌江复工复产相
关服务工作，昌江就业驿站将深入车
间厂房、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了解企
业用工需求和务工人员基本情况，为
企业和务工者搭建桥梁。让就业驿站
成为企业的人才库和求职者的聚集
地，着力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用实
际行动打造出“零工暖心、用工放心、
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就业服务新品
牌。

下一步，昌江将结合各就业驿站，
多管齐下拓展就业渠道、相关驿站服
务功能，为老百姓纾困解难，真正解决
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问题，使劳动者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暖心的就业帮扶。

琼中打通运输堵点，推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一路“绿灯”助“火热”复工

提升线上服务能力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符
祥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形
势，为满足企业群众的业务办理需
求，万宁市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大力提升线上服务能力，全
面推行“云审批”服务模式，打造“不
见面”线上审批，助力企业全面复工
复产。

日前，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
项规划室接到万宁市紫贝花园项目工
程规划许可办理需求后，立即与项目
负责人宋勇对接，实行项目帮办代办

“一对一指导”服务。9月3日万宁市
紫贝花园项目顺利完成工程规划许可
审批。从收到办理需求至取得工规
证，仅用时18天。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非
常时期对项目采用‘线上审批’方
式，值得点赞！原以为疫情影响项
目进程肯定要延期，没想到他们主
动联系我们，使项目审批能够按原
计划进行，让我们能提前对项目规
划设计不到位的地方进行完善，让
项目更加科学和合规，同时给我们
节约了宝贵的时间。”万宁市紫贝花
园项目负责人宋勇表示。

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万宁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一手打伞、一
手干活”，一方面坚持疫情防控不松
懈，另一方面推动行政审批工作不减
速。主动作为落实落细防控措施，服
务保障项目落地，当好企业群众的“店
小二”，切实解决企业与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

昌江

万宁

省交通运输厅志愿者“疫”路护送

安全转运滞留旅客
近7000人次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近日，省交通运输厅负
责转运滞留旅客志愿者吴开心，在把一批旅客安
全护送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时，一名来自北京的
游客李先生递给他一张写满字的感谢信：

“感谢转运旅客的交通志愿者：你们‘疫’无反
顾，冲在一线，很暖心，让我们不胜钦敬，感恩心
底，愿好人一生平安——”

在三亚，由省交通运输厅派出50人组成的
滞留旅客转运工作志愿者服务队，为旅客提供

“点对点”“面对面”“一对一”服务，全力以赴做
好滞留旅客转运工作，获得了滞留旅客的理解
和好评。

据统计，8月15日至9月6日，每天凌晨5时
发第一班车，夜里12时发最后一班车，交通志愿
者累计转运达843班次，安全转运旅客近7000
人次。

“你们每天都穿着隔离服为我们服务工作，真
是辛苦了。”8月29日，在海棠湾游客中心转运
点，来自成都的旅客张先生一家三口在志愿者帮
助下完成了健康码等信息查验，和志愿者告别时
连连感谢。

为应对暴雨及炎热天气影响，保障滞留旅客
转运工作顺利进行，志愿者保持和相关单位沟通
联系，积极协调车辆调配，保证滞留旅客准时安全
到达凤凰机场。

省交通运输厅志愿者在做好服务旅客转运
工作的同时，还传递离岛返程的最新政策，帮助
旅客解决实际困难，查看机票信息，做好核酸检
测，帮助旅客搬运行李，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
让旅客健康安全有序踏上回家之路。不少旅客
在飞机落地后给服务转运的志愿者发来信息点
赞，感谢志愿者的帮助，并表示疫情结束后会再
来三亚旅游。

本报三亚9月7日电（记者徐
慧玲 良子 通讯员莫文彬）海南日
报记者9月7日从三亚市消防救援
支队获悉，自9月1日起，该支队陆
续对三亚全市44家大型商业超市开
展全方位消杀工作，为超市恢复运
营做准备。

受此轮疫情影响，三亚全市超
市处于停业状态。连日来，三亚消
防救援人员穿戴防护服，整理消杀
器材，按照任务分组，在做好个人
防护的前提下，有序进入超市内部
开展消杀工作。主要对超市地面、
收银台、冰柜、厕所、库房、货梯、电

梯扶手等市民群众容易接触和逗
留等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提前为
广大市民群众创造安全卫生的消
费环境。

“超市作为群众生活的必备购
物场所，我们每天都会派出人员开
展消杀工作，确保超市所有区域全
部消杀完毕，为超市恢复运营做准
备。”三亚市消防救援人员鹿回头站
长甘雪龙说。

据悉，截至目前，三亚消防共
出动车辆 24辆次、消防救援人员
112人次、消杀超市面积123970平
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