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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海南”慢直播活动走进昌江棋子湾

邂逅醉美海上日落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绍远）

11月17日下午，由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海南省委网信办、海南省新媒体协会联动
推出的“打卡海南”慢直播活动走进昌江黎族自治
县棋子湾，吸引许多网友“云上”打卡棋子湾海上
落日，欣赏海南岛西岸的醉美风景。

“没想到能通过网络直播欣赏到这么美的海
上落日，真幸运！”“碧海蓝天加上海上落日，绝
配！”当天18时，随着海上落日景观出现，直播间
内网友们赞美之词不断，也期待“打卡海南”慢直
播活动后续能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据了解，20多家媒体参与了棋子湾落日全国
融媒联动直播。“打卡海南”慢直播活动从6月份
启动以来，首场慢直播为“海口湾最美日落”，第二
场慢直播为“昌江棋子湾醉美海上落日”。截至
11月17日22时20分，#打卡海南#全平台话题总
阅读量2890万，其中新浪微博超级话题#打卡海
南#阅读总量超2321.3万。下一站，“打卡海南”
慢直播活动将继续带领网友寻觅海南秘境。

看点

未来7天海南全岛多降雨
局地有大暴雨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云
蓓 翁小芳 郭冬艳）海南省气象台11月18日预计，
未来7天，海南全岛多降雨天气，11月21日～22
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西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11月19日～20日
受冷空气影响，海南全岛多云有小雨，其中东

部和中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
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26～28℃，其

余地区 29～31℃；
最低气温海南全岛大部分地区 20～23℃。

11月21日～22日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半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
大雨；

最高气温东半部地区 25～27℃，西半部地区
28～31℃；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11月23日～25日
受东南气流影响，海南全岛

多云有小雨、局地中雨；
海南全岛最高气温 28～31℃，

最低气温 21～24℃。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马
珂）海南日报记者从11月18日下午
举行的第七十九场海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本轮
疫情自11月6日发生以来，截至11月
17日24时累计报告37例感染者，其
中海口市18例、三亚市11例、澄迈县
3例、琼海市1例、东方市1例、定安县
1例、屯昌县1例、文昌市1例。

发布会上通报，本轮疫情呈现四
个特点：一是以外省市输入为主。37
例感染者中，35例为外省市输入。二
是传染来源明确，传播链条清晰。三
是存在一定的传播风险。部分感染者
在隔离管控前有不同程度的社会面活
动，存在由外省输入引发本地续发或
社会面传播风险。四是处置及时，管
控有力。严格落实抵琼后社区的医学

观察措施对于早发现有重要意义。
11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
的通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结
合实际，我省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细化措施
的通知》（简称“海南二十条”）。

“海南二十条”在坚持关口防控
基础上，强调了社区在防输入防反弹
方面的作用，建立社区管理与服务保
障专班，完善“入琼码”信息推送和利
用，对进入小区人员实施“一扫三验”
（扫地点码，查验健康码、行程码、核
酸检测结果）。同时“海南二十条”继
续强化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的疫情
防控，落实公共场所管控，进入酒店、
商超、KTV、酒吧、电影院、旅游景点

等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扫
地点码、查验健康码和72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

当前国内外疫情复杂严峻，我省
发生岛外输入疫情风险持续存在，须
切实强化“外防输入”相关措施。坚
持抵琼后的“落地检”+分类管控措
施。所有入琼人员凭48小时内1次
核酸阴性证明登机（船、车），登机
（船、车）前要扫码并如实填写“入琼
码”相关信息，确保能及时将信息分
类推送至社区。

所有人员抵琼后落实“落地检”
（即采即走，尽快检测），居家（酒店）等
待结果，不外出、不到人群聚集的公共
场所。低风险区、重点涉疫地区根据
风险的不同，分类落实医学观察措
施。对于低风险区来琼人员，“落地

检”之后，实施3天居家健康监测，期
间实施3天2检，不聚餐，不到人群聚
集公共场所。对于重点涉疫地区来琼
人员，分类落实隔离观察、健康监测和
核酸检测等措施。我省研判专班每日
根据各地疫情情况、社区传播风险、外
溢风险等因素动态研判提出重点涉疫
地区建议名单，并在官方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公布。

11月16日我省重启国际客运航
班，“海南二十条”也优化完善了入境
口岸的管控。对入境人员，实施“5天
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对于入境
重要商务人员、体育团组等，“点对点”
转运至免隔离闭环管理区（“闭环泡
泡”），开展商务、训练、比赛等活动，期
间赋码管理，不可离开管理区。

“海南二十条”严格对标“国家二

十条措施”，落实国家关于密接、次密
接、高风险区溢出人群，以及风险区
的划定和管控等调整措施。一是密
切接触者从原来的“7+3”调整为实
施“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对
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继续实行集
中隔离措施。解除集中隔离后，“点
对点”转至居家隔离场所，不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二是取消了对于密接
的密接的判定。三是高风险区外溢
人员从原来的“7天集中隔离”调整
为实施“7天居家隔离”，期间赋码管
理、不得外出。四是将风险区划分为

“高、低”两类，取消“中风险区”划定，
同时调整高风险区解封条件。五是
对结束闭环作业的高风险岗位从业
人员从“7天集中或居家隔离”调整
为落实“5天居家健康监测”。

我省坚持“落地检”+分类管控措施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37例感染者，以外省市输入为主

1.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应单独居住；如果条件
不允许，选择一套房屋里通风较好的房间作为隔离
室，保持相对独立，同住者同时居家隔离，不外出，并
参与核酸检测。

2.在相对独立的隔离室外放置桌凳，作为非接
触式传递物品的交接处。

3.房间使用空调系统通风时，应选择分体空调，
如使用集中空调，保证空调运行正常，加大新风量，
全空气系统关闭回风。

4.使用单独卫生间，避免与其他家庭成员共用
卫生间。

5.房间内应当配备体温计、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
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

如果达不到以上要求，居家隔离导致疫情传播
的风险较大，则仍应实行集中隔离。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文昌
市会文镇边海村村民吴坤明用自家
在冯家湾国家现代渔业产业园1.92
亩安置地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在银
行抵押贷款180万元，建起了两层工
厂式水产养殖场，解决了生态红线内
养殖场清退后“失业”的窘境。

在会文镇，像吴坤明这样在清澜
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水产退
养安置户还有84户。由于他们的养
殖场多在生态红线划定之前已建成，
为了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修复，文昌市
政府提出同等面积土地使用权置换

方案，引导养殖户入园养殖，不仅解
决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还加速推动
渔业产业转型升级。

“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一般缺乏
抵押融资的不动产，贷款融资途径单
一，发展资金不足严重制约产业发
展。”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土地作为农业企
业和农户的重要资产，很长一段时间
却不能作为抵押物获得贷款。颁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流转经营权证，以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证”作为抵押物，
拓宽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融资渠

道，使得“沉睡”的资源活起来，破解了
这个难题。

近年来，海南按照“先行先试、分
步推进、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的原
则，逐步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目前全省共确权耕地面积
786万亩，签订承包合同面积783万
亩，完成率98％；颁发承包经营权证
书95.5万本，证书发放率95％，基本
实现农村承包地应确尽确、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应颁尽颁的总体目标。

为了有效推动农业规模化生产
经营，2020年海南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农村土
地经营权登记及流转合同备案工作
的通知》，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
登记程序，明确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
体发放经营权登记证。目前，全省累
计完成农村土地经营权登记面积9.5
万亩，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创
造了条件，为规范经营权流转打牢了
基础。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文昌、东
方、屯昌3个试点市县累计发放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约3.6亿元，涉
及抵押面积1.8万多亩。

3个试点市县累计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约3.6亿元

颁发土地“身份证”唤醒“沉睡”资源

外省入琼人员如何实行分类管理？

1.所有入琼人员登机（船、车）前要了解目的
地相关管控政策，要如实填写“入琼码”相关信
息，同时向目的地提出居家隔离或者居家健康监
测申请，填写居家隔离条件。

2.“入琼码”及相关申请信息通过相关平台
分类推送至目的地市县指挥部，由居住地属地分
类进行社区管理。

3.居住地所在属地接到“入琼码”推送信息
后，对适用居家隔离管理措施的，应尽快派员查
看申请者的居家隔离条件，并在24 小时内反馈
关口城市指挥部。对具备条件者，由属地负责落
实居家隔离管理措施并提供上门核酸检测等服
务，对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实施集中隔离。

4. 居家隔离和居家监测期间实行赋码管
理。 （本报记者 马珂整理）

可乘坐私家车或专用车辆（不
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点对点运至
居住地（家中、酒店），所在社区管理
人员要主动做好对接，同车接送人
员应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确实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可
点对点返回居住地，补足剩余的隔
离天数。

来自重点涉疫地区的入
琼人员，具备居家隔离条件
的，实施落地检采样后，如何
进行转运？

海南省对密切接触
者、高风险区外溢人员
和重点涉疫地区人员均
有实施居家隔离的要
求，并强调对不具备居
家隔离条件的实行集中
隔离措施。

居家隔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外省入琼人员如何实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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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餐饮 杜绝浪费

海南医学院以学分奖励形式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光盘行动”
吃完盘中餐
晒图赚学分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黎
鹏）“光盘行动打卡第三天，加油！”

“光盘行动者，打卡第六天！”……翻
看自己在QQ空间“晒出”的“光盘行
动”照片和文字记录，海南医学院大
一学生赵彬翔嘴角露出了自豪的笑
容。从上月底到本月初，连续7天完
成“光盘行动”的他，成功“赚到”了
0.2个学分。

吃光食物就能拿学分，还有这样
的好事？这还得从上月底海南医学
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的一场“光盘
行动接力”活动说起，活动以学分奖
励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光盘行
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在活动期间，每位同学一天内
至少在QQ空间发布一次包含餐前
食物照片和餐后‘光盘’照片的说
说，并且附上一句‘光盘标语’，连续
3天发布说说的同学可以获得0.1个
创新创业学分，连续 7天发布说说
的同学可以获得 0.2 个创新创业学
分。”海南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干
部蒋羽歆说。

蒋羽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活动
开展的成效超出了预期的效果，吸引
了大批学生参与，连续3天“打卡”的
学生达到500余人，连续7天“打卡”
的学生达到上千人。

11月18日，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2022年120名新招录消防员入队欢迎仪
式在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举行，这是我省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后第五批
招录的新消防员。

⬆消防员手持入职通知书合影留念。
➡前往集训前，一位新消防员与父亲拥抱告别。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消防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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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将在海南救助
50名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刘
晓宁）记者11月18日从省慈善总会获悉，经海南
省慈善总会与中华慈善总会协商，中华慈善总会
决定于2022年11月底，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
院救助50名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据介绍，先天性心脏病是所有先天性疾病中
最严重的一种，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为6‰至
9‰。为了不让一颗先心病孩子的心脏因家庭困
难而停止跳动，2011年2月26日，中华慈善总会
启动了“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
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以下简称救助行
动）。11年来，爱心医疗队对56万名少数民族儿
童进行了筛查，已成功为4009名少数民族贫困家
庭的先心病儿童免费实施了手术治疗，并已全部
康复出院，投入手术费用1.2亿元。

本次救助范围为0至18岁患儿；救助病种为
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
瓣狭窄和法洛氏四联症等部分可手术治愈的复杂
先心病；家庭情况为困难家庭，如：低保户、低收入
家庭等；其他要求为患儿需参加医保，开通异地结
算功能。本次活动的救助标准为根据病情不同，
项目资助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部分的2万元—5
万元。项目申请咨询方式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
院：张鹏宇，18600317915；朱 雨，15692537886；
海南省慈善总会：项目管理部66556485。

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
扩容工程初步设计通过审查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胡俊伟）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8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1
月16日至18日，G98环岛高速公路
大三亚段扩容工程项目交通运输部
初步设计审查会议在三亚召开，会
上，该项目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初步
设计审查。

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
容工程是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项目，
已列入国家发改委联合交通运输部
印发的《海南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规划》交通运输部《公路“十四五”发
展规划》《海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
运输规划》，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改善
大三亚区域交通运输条件，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