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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海口海关披露，今年前8个月海南外贸增速大幅领先全国。前8月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257.5亿
元，同比（下同）增长45%，快于同期全国增速34.9个百分点，增速全国排名第五。

前8月海南外贸进出口增速全国第五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 10日是中秋佳
节，省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沈晓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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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坚守在抗疫一线以及完成抗疫
任务后仍在隔离观察的同志致信表示

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沈晓明、冯飞说，今天是中国传

统佳节中秋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也是全省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的第一
天。但我们没有忘记，你们由于疫情
防控的需要，仍然坚守在一线，不能
回到家中和家人一起过节。谨向大

家表示感谢和敬意。希望你们慎终
如始，认真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热
情服务好人民群众，也希望你们留一
点时间给自己，尝一口月饼，望一眼
明月，记得你们的家人和全省人民都
在给你们加油鼓劲，也在等待你们早
日凯旋。

沈晓明冯飞向坚守在抗疫一线以及完成抗疫任务后
仍在隔离观察的同志致以中秋祝福和问候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马珂）
9月10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
会（第七十六场）上获悉，我省已全面实
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标，逐步转入常
态化疫情防控，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

9月9日，海南全省新增感染者5例
（确诊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5例感
染者均在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9月7
日至9日，儋州市已连续3轮全员核酸
检测未检出社会面新增感染者，经儋州
市组织专家组综合评估，并报省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备案，儋州市已实现高质

量社会面清零目标。至此，海南省已全
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标。

9月9日，三亚第一方舱医院休舱。
目前仅三亚第二方舱医院运行，收治病
例1399例。海南新增隔离数414人，解
除隔离数1155人，全省现有集中隔离人
数15015人。

当前海南本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
进入收尾阶段，所有市县已实现高质量
社会面清零，逐步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一步，海南将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
动摇、不放松，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
情的底线。建立“露头就打”机制，全力

抓好动态清零，坚决做到“内防反弹”，毫
不松懈“外防输入”，迅速提升能力，补齐
核酸检测、流调溯源、社区管控、转运隔
离、医疗救治等方面短板，巩固扩大疫情
防控成果。加强疫情形势研判，落实好中
秋国庆假期及前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抓
紧完善防控体系。高效统筹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压实责任，
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坚决破除复工复产堵点问题，抓紧出台
助企纾困政策，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行业和部门强化统筹协调，优化
政策措施，强化一线帮扶指导，做到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海南已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标
逐步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

本报那大9月10日电（记者李磊）
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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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儋
州市，调研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复工
复产工作，实地了解企业复工复产中存
在的困难，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秋假
日期间奋战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

的干部群众表示慰问，送上节日的祝福。
冯飞先后来到中和镇水井岭水果种

植基地、白马井中心渔港码头，调研种植
业、渔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情况。他指出，要压实“四方责任”，严格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巩固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加快推进复工复产。要

高度重视海上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按
照近海、远海分类施策，通过专班统一指
挥调度、建立进出港台账管理和信息化
动态监测等方式，加强对进出港渔船和
渔民的管理，建立海上、渔港、村（社区）
立体化防线。

下转A03版▶

冯飞在儋州调研复工复产工作时指出

主动服务精准施策 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李磊）
9月10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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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先后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
会、三亚疫情防控工作碰头会，调度部署
全省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
部署三亚市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冯飞在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上要
求，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
全省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标，但社
会面清零不等于风险清零，要进一步加强
研判分析，按照分区、分类、分步原则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毫不放松地抓好各项
防控工作，努力实现全面清零。要从严从

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巩固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继续开展常态化核酸
检测，发挥诊所、药店“哨点”作用，加强重
点人员健康监测，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并
优化核酸检测规划布局，加强集中隔离点
储备建设，完善平战转换扁平化指挥体系
建设， 下转A03版▶

冯飞在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等会议上指出

从严从细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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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9月10日电（记者刘操）
9月10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前往乐东
黎族自治县、儋州市，暗访调研两地节假
日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毛万春先后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
九所镇、黄流镇、莺歌海镇、尖峰镇，儋
州市那大镇、白马井镇等地，采取不打

招呼、随机抽查、直奔现场的方式，深
入乡镇、社区，暗访当地节假日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毛万春强
调，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决不
能掉以轻心，毫不放松抓好节日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
抗疫成果。 下转A03版▶

毛万春到乐东、儋州暗访疫情防控时指出

牢记“早、准、快、实”要求
毫不放松抓好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曹柳）9月9日，位于江东新区总
部经济区（生态CBD）的江东发展大厦
项目，一场特别的“迎中秋”活动正在开
展：项目上5名钢结构焊接特岗工作人
员进行了焊接技能比拼，评委通过检查
规范操作、外观检查、超声波探伤等细
节，评选出了最终的优胜者。

一场“技能”大比武，也拉开了中秋
假期海口江东新区各在建项目全力跑出

建设“加速度”的序幕。按照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江东新区继续实行工地

“闭环管理”，一线施工人员坚守岗位，为
抢回疫情耽误的工期而抓紧建设。

承建方中建三局相关负责人苏冠
男介绍，江东发展大厦项目对施工安
装精度以及焊接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目前该项目部分区域已建至五层，计
划10月实现B区封顶。

新琼小学及美兰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项目上，施工人员正在进行1号楼地
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承建方南通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钟建说，
项目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216名
工人在中秋假期正常在岗，预计11月
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园区多个项目开足马力建设，千
方百计为稳经济增长添动力、为高质量
发展挖潜力、为园区开放发展增活力。

海口江东新区中秋假期多个项目建设不停工

高质高效 跑出建设“加速度”

屯昌多举措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

复工复产 打好发展“组合拳”

9月10日，中秋佳节，海口天气晴好，明月当空。当天恰逢教师节，滨海大道楼宇打造
中秋节和教师节主题的灯光秀，绚丽夺目。（二次曝光拍摄）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天涯共此时

■ 见习记者 苏杰德 通讯员 林小丹

近日，在屯昌县屯城镇光明小学
项目建设现场，各种机械设备开足马
力、快速运转，工人在做好防疫措施
后，在各自的工位忙碌。“工地每天对
工人进行扫码测温，配合上门服务的
医护人员做好核酸检测，建立健康台
账，实行封闭管理。”项目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连日来，屯昌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统筹”工作，坚持“一手
打伞，一手干活”，在持续保持“无疫
情”防控成果基础上，保障交通物流通
畅、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强化助企
纾困政策支撑，最大力度减少疫情对
经济发展和群众收入的影响。

在太极南药制药项目、太极海南

医疗养生产业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
施工方围绕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
加快建设，争取早建成、早投产、早见
效。为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推动项
目建设，屯昌要求全县工地落实“闭环
管理”要求，并提供上门核酸采样服
务，推动项目建设。

因疫情原因，屯昌部分项目工地原
料运输进场受到影响。 下转A03版▶

分市县看
各市县进出口普遍增长

前8月

共有 17个市县有进出口记录
万宁、澄迈、临高、乐东、陵水等
5个市县进出口增幅均超过 1倍

从方式看
一般贸易为主要方式且大幅增长

前8月

海南一般贸易进出口691.1亿元，增长63.7%，占 55%
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297.6亿元，增长 43.6%，占 23.7%

免税品方式进口 128.4亿元，下降 21.3%，占 10.2%
加工贸易进出口 111.7亿元，增长 77.7%，占8.9%

今年前8月

出口402.1亿元，增长96.9%；增速快于全国82.7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三
进口855.4亿元，增长29%；增速快于全国23.8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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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李艳玫

明月高悬，倒映在椰树下的水面
上。临水亭台里，数名医护人员戴着口
罩，在放声歌唱。

9月10日晚，广东援琼核酸检测医疗
队三亚气膜方舱核酸检测基地工作人员
安泰军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张照片。

他给这幅图片配的文字是：一个特
别的中秋节。

中秋佳节当晚，安泰军所在的驻地
酒店举办了“同心抗疫 天涯月明”阳台
歌会，他在结束了当天的检测任务后，随
便吃了几口就赶到活动现场，特意为远
方的爱人唱了一首《喜欢你》。“今年中秋
节虽然没能和家人一起过，但我也开心，
抗疫‘战友’们聚在一起的气氛很特别，
终生难忘。”

虽然是中秋节，安泰军也和过去的一
个多月一样，在上午8时和90名同事从驻
地赶到三亚气膜方舱核酸检测基地，穿上

隔离服和防护服，开始核酸检测工作。
“中午吃饭的时候，和在贵州老家的

妈妈打了视频电话，告诉她海南疫情已
进入扫尾阶段。”安泰军说，妈妈很理解
他的工作，“她说抗疫是大事，坚持到底
就能胜利。”

8月7日，安泰军随广东援琼核酸检
测医疗队来到三亚后，就一直在三亚气
膜方舱核酸检测基地实验室做检测工
作。“核酸样本检测高峰期一天达到12
万管，今天相对‘轻松’。”安泰军说。

随着我省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
零目标，全国各地援琼医疗队主体已经
返程，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像安泰军一样
坚守岗位，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中秋节。

“这是我8月9日支援三亚以来喝
到的第一个椰子，甜！甜到心里！”湖南
省援琼医疗队队员唐林欣说。

目前，湖南省援琼医疗队有240名
队员正在驻地休整。中秋节当天，驻地
酒店特地为医疗队准备了椰子和月饼，

并用花灯、纸伞等装饰烘托出节日氛
围。酒店还准备了竹竿，由身穿黎族特
色服饰的工作人员带领医疗队队员跳起
竹竿舞。“为避免人员聚集，我们分楼层
方式开展活动，让队员分批次跳竹竿
舞。”酒店有关负责人说。

与安泰军同住一家酒店的湖南省援
琼医疗队队员周艳艳也参与了“同心抗
疫 天涯明月”阳台歌会，在房间阳台上，
配合舞台上的领唱队员，参与到晚会
中。《听我说谢谢你》《孤勇者》《我和我的
祖国》……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
省内外的支援三亚医疗队员自发和声。

“《我和我的祖国》唱响时，晚会氛围
达到最高潮，那一刻心情很激动，全国各
地的医疗队闻令而动，以最快速度支援
海南，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凝聚
力。”周艳艳说。

歌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了
三亚的中秋夜。一轮明月海上生，天涯故
乡共此时。 （本报三亚9月10日电）

部分援琼医疗队队员在三亚度过“特别的中秋节”

月明天涯亦吾乡

查尔斯三世
正式成为
英国君主

2022年中秋节特别报道

·司机黎叔的中秋“遗憾”
·中秋节的“云端”团圆饭
·转战两地的“大白”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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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复工复产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