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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融媒体中心推出防疫动画

快速了解老年人
为何要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王莹）为进一步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近日，海南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12月8日，新海南客户
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联合推出动画视频《老年
人为什么要接种新冠疫苗？带你快速了解》，针对
相关问题进行科普答
疑，提醒老年人、儿童、
孕妇等特殊人群尽快接
种新冠疫苗。据悉，该
栏目还将陆续推出不同
主题的防疫科普知识，
敬请关注。

看点

扫码看动画

本报海口 12月 8日讯（记者马
珂）如果核酸检测结果“阳了”怎么
办？哪些情况可以居家隔离？哪些情
况需要去医院治疗？12月8日，海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
发布会（第八十一场）上，海南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徐静东、海南省人民医院
院感疾控部部长吴彪对此作出解答。

“当您被通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或者自测核酸抗原阳性时，请不
要惊慌害怕。”吴彪说，感染新冠奥密
克戎后，很多人都不会出现症状或症
状相对较轻，但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流
感样症状”。如果是属于未合并严重

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轻型病
例，并且家庭环境又具备自我隔离的
条件，那么完全可以在家里进行自我
隔离和健康观察。

徐静东介绍，可以居家隔离的人群
包括：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或
症状轻微的感染者；基础疾病处于稳定
期，无严重心肝肺肾脑等重要脏器功
能不全等需要住院治疗情况的感染
者；家中没有未接种新冠疫苗的老人。

“如果不属于低风险人群，同时伴
有高热等症状，那么应前往医院接受
医生进一步的评估。”吴彪介绍，低风
险人群为同时满足年龄小于80岁、无

基础疾病或者基础疾病稳定且全程接
种疫苗等条件的人群。

吴彪表示，居家隔离期间如出现呼
吸困难或气促、经药物治疗后体温仍持
续高于38.5℃超过3天、原有基础疾病
明显加重且不能控制等情况，儿童出现
嗜睡、持续拒食、喂养困难、持续腹泻或
呕吐等情况，孕妇出现头痛、头晕、心
慌、憋气等症状，或出现腹痛、胎动异常
等情况，可通过自驾车、120救护车等
方式，转至相关医院进行治疗。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居家隔离
人员应尽可能居住在相对独立的房间
内，使用单独卫生间。”徐静东介绍，家

庭应当配备体温计（感染者专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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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隔离要加强管理，防止感染
他人。徐静东提醒，居家隔离人员非
必要不外出、不接受探访。因就医等
确需外出人员，应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点对点到达医疗机构，就医后再点对
点返回家中，尽可能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要做好防护，尽量不与其他家
庭成员接触。如居家隔离人员为哺乳
期母亲，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可
继续母乳喂养婴儿。

徐静东表示，居家隔离时要加强

感染防控。每天定时开门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不具备自然通风条
件的，可用排气扇等进行机械通风。
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用品，
餐具使用后应当清洗和消毒。居家隔
离人员日常可能接触的物品表面及其
使用的毛巾、衣物、被罩等需及时清洁
消毒，感染者个人物品单独放置。如
家庭共用卫生间，居家隔离人员每次
用完卫生间均应消毒；若居家隔离人
员使用单独卫生间，可每天进行1次
消毒。用过的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
以及其他生活垃圾装入塑料袋，应放
置到专用垃圾桶。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马珂）
12月8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第八十一场）在海口举
行。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综合组副组长、医疗救治组副组
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
任李文秀针对我省12月7日晚发布的
《关于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公
告》进行重点解读。他表示，随着防控
政策的调整，结合疫情防控的新形势、
新任务，目前防控的重点转为延缓疫情
出现规模性反弹、降低重症发生率。

李文秀介绍，除养老院、福利院、
医疗机构、密闭娱乐场所（包括KTV、
棋牌室、密室剧本杀、网吧等）等特殊
场所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中
小学、托幼机构查验72小时内核酸阴
性证明外，进入其他公共场所，乘坐公
交、高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不

再扫地点码、查验健康码和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于急
诊就诊患者不得以没有48小时核酸
结果为由影响救治，无48小时核酸检
测结果的，在急诊缓冲区域接诊，同时
进行抗原和核酸检测。

“特殊场所查验核酸，主要考虑到
养老院、福利院、托幼机构、中小学等
是老年人、幼龄儿童等特殊人群集中
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发生重症
风险较高。因此进入养老院、福利院、
托幼机构、中小学需提供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防止传染源引入。”李文秀解
释，医疗机构内就诊人群复杂、人流量
大、空间密闭，一旦传染源引入，易造
成疫情传播和院内感染发生，影响医
疗机构正常运转和群众正常就医。因
此，进入医疗机构就诊时需提供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李文秀表示，要坚决避免层层加
码。按楼栋、单元、楼层、住户来划定
风险区，不得随意扩大。不能按行政
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除特殊场所
外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不查
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对于跨地区流动
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
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也不再开展落
地检，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李文秀说，考虑到奥密克戎变异株
致病性明显减弱，经临床观察，感染后
大多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无需
特殊治疗。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
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
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具备
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采取5天
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第5
天开展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解除隔离。

正在集中隔离的密切接触者，符合居家
隔离条件的可转为居家隔离。

李文秀表示，调整优化后的防控
政策进一步优化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
隔离、核酸检测等措施，强化高风险区

“快封快解”、疫苗接种、学校防控、涉
疫安全保障、群众就医、用药和基本生
活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维持等要求，持
续提高防控的科学精准水平，最大程
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
活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文秀提出，要落实好属地、部
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充实基层
专业防控力量，强化社区医疗卫生机
构分级诊疗，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服
务。提升监测预警的灵敏度，更加突
出精细精准和高效，推动各项优化措
施落地见效。

“要关注重点人群，加快推进老年
人接种新冠疫苗。”李文秀说，老年人
由于基础疾病较多，如果感染新冠病
毒，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的风
险较大；感染后，可能导致原有慢性疾
病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合并症。目前
我省80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第1剂
接种率为67.64%，处于较低水平。因
此，需进一步坚持应接尽接原则，加快
提升8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指导医
务人员科学判定接种禁忌，细化科普
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动员老年
人接种，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

“执行落实好国家新十条政策，关
键是科学精准。”李文秀表示，目前我省
正组织专家紧锣密鼓细化、完善相关实
施细则，做好政策的平稳有序衔接。同
时我省将根据国家政策和疫情形势变
化，持续优化调整相关防控措施。

我省防控重点转为延缓疫情出现规模性反弹、降低重症发生率

避免层层加码 科学精准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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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冠奥密克戎后
很多人都不会出现症状或症状相对较轻

一些人会出现“流感样症状”

省疾控中心专家答疑——

核酸结果“阳”了怎么办？

本报海口 12月 8日讯（记者马
珂）12月8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八十
一场）上，海南省人民医院院感疾控
部部长吴彪呼吁公众不必囤积、抢购
药物，省内药品销售网点和医疗机构
药物充足。

当前，对于新冠患者有哪些治
疗手段？吴彪表示，首先，以对症治
疗为主。发热患者可以使用一些退
热药，或者止咳化痰的药物。第二，
使用抗病毒药物。对于普通型或者

有进展为重症风险因素（包括高龄
老人，有基础疾病、肿瘤疾病的高风
险因素患者）的患者，可以尽早进行
抗病毒治疗，避免病情加重。抗病
毒的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
服用。第三，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
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药在病毒性
感染治疗过程中有着独特优势，一
些中药可以作为治疗的选项。第
四，新冠肺炎的救治与基础性疾病
的治疗要同时兼顾。不能因为感染
了新冠病毒，就停止基础性疾病的

用药。“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患者，
日常的治疗是不能间断的。”吴彪
说。

吴彪提示，没有必要去囤积和抢
购药物。随着整个工作的部署，无论
是在药品销售网点，还是在医疗机
构，这些药物在海南都是充足的。各
地要保障药店的正常运营，不得随意
关停药店。做好常规药品供应储备，
尤其是有基础性疾病患者相关药品
储备。畅通多途径购药渠道和配送
环节，不得限制群众线上线下购买退

热、止咳、抗病毒、治感冒等非处方药
物，取消购买上述非处方药物时的弹
窗、核酸检测等要求。采取多种举

措，保障群众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
性疾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的基本购药
需求。

专家：我省药品销售网点和医疗机构药物充足

对于新冠患者有这几种治疗手段 海南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
秘书长刘诚被逮捕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12月8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南省委政
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诚（正厅级）涉嫌受贿
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近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刘诚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12月11日至15日

首届海南自贸港（临高）
乡村振兴发展论坛将举行

本报临城12月8日电（记者张文君）12月11
日至15日，临高县将举办2022首届海南自贸港
（临高）乡村振兴发展论坛暨经济合作洽谈周活
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8日从临高县政府
有关部门获悉的。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精彩新临高·抢滩自
贸港”为主题。活动期间，主办方将举办首届海
南自贸港（临高）乡村振兴发展论坛暨经济合作
洽谈周开幕仪式、首届海南自贸港（临高）乡村
振兴发展论坛、“融易惠企、营在临高”政银企
推介会、红色舞台剧《临高号角·抢滩》演出以
及乡村振兴与临高特色文化旅游产业专题论
坛、临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专题论坛、临高蓝色
海洋经济产业专题论坛、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产
业专题论坛、临高数字经济产业专题论坛等。
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由省融媒
体中心全程直播。

4种治疗手段

1.以对症治疗为主

2.使用抗病毒药物

3.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

4.兼顾基础性疾病治疗

如果属于无症状感染者或轻型病例
且家庭环境具备自我隔离条件
可以在家进行自我隔离和健康观察

如果不属于低风险人群
同时伴有高热等症状

应前往医院并接受医生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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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12月18日至25日在三亚举办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12月8
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发布公告，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18日至25日在三
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