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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市旅
文局获悉，8月4日，三亚市政府成立现
场指挥工作专班，认真落实省市疫情防
控政策部署，进一步做好对亚龙湾红树
林度假酒店封闭管理期间的涉疫旅客
和员工精细化服务工作。该工作专班
由市委常委、副市长谭萍任组长，市旅
文局、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吉阳区等相
关部门领导任副组长，下设接听服务

组、对客服务组、健康监测组、安保维稳
组、综合协调组等 5 个工作组，施行现
场坐班值班制度，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据接听服务组组长梁其才介绍，该
组承担后勤服务保障、疫情防控政策解
释、医疗救治、心理和法律等咨询职能，
负责及时回应并协调解决酒店受隔离
人员相关诉求。组员由市旅文局、市疫
情防控指挥办、市司法局、市外事办人

员抽调组成，积极保障隔离群众物资及
时供给，加强组织关怀，增强大家抗击
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会尽可能地为留观旅客和员
工提供贴心的服务，有问必答，对力所能
及的要求都会满足，让他们在集中留观
期间过得舒心、愉快。”梁其才告诉记者。

据了解，接听服务组成立首日，共
受理咨询来电百余个，协调处理事项两

百余件。同时，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留观
人员生活需求，留观点的餐饮每餐荤素
搭配，还提供水果。为保证食品安全，
所有厨师上岗前都进行体温测量，上岗
均要求佩戴口罩、定时洗手，同时还对
厨房内的所有用具进行了全面消毒。
留观人员的房间内有免费wifi，可以看
电视，还有毛巾、牙刷等生活必需品，可
随时与外界保持通讯联系。

三亚认真做好涉疫旅客和员工精细化服务

成立工作专班 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8月 3

日晚，记者从海南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获
悉，近期，多个省份相继出现新
冠肺炎疫情。为防止我省疫情
蔓延扩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减少人员非必要流动：在琼
人员非必要不出岛，尤其是不前
往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涉
疫区（国 内 中 高 风 险 所 在 地 级
市、区，下同）。入境人员严格落
实“14+7”管控措施，即 14 天集
中隔离期满后，再进行 7 天居家
健康监测。14 天内有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的，入琼后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14天，并按要求进行核
酸检测。14 天内有涉疫区旅居
史的，凭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通行。未持有核酸检测
证明的，抵琼后在口岸进行核酸
检测，各口岸可视具体情况采取
集中或居家等待结果，个人做好
健康管理。对瞒报、谎报、迟报旅
居史，或者阻碍防控工作人员履
行职责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减少线下聚集性活动：暂不
举办 300 人及以上的会议、培训
等聚集性活动。50人以上的，要
在慎重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疫情
防控方案，由市、县指挥部审核，
落实“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
谁负责”，严防活动期间发生疫
情。提倡“红事”“白事”一切从
简，控制参与人数，要及时向社
区、村居备案。

从严防控重点场所：机场、码
头、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重点
场所，严格落实佩戴口罩、体温

检测、查验“健康码”、查验行程
轨迹等管理措施。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场所落实入
场佩戴口罩、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公共区域消毒等措施，要
加强场所内人员密度控制，提倡
自助购物结算，减少等待排队时
间。网吧、酒吧、影剧院、棋牌
室、餐馆、酒店、图书馆、博物馆
等密闭性公共场所，要控制入场
人流量，影剧院要隔座就坐，落
实佩戴口罩、体温检测、定期通
风和严格消毒措施。酒店要认
真落实实名登记、佩戴口罩、体
温检测、查验“健康码”、定期消
毒、“一米线”等常态化防控措
施，严格餐具消毒，提倡非接触
式点餐结账，推荐使用公筷公
勺，提醒就餐人员保持距离。

做好文旅活动防控：控制举
办各类聚集性民俗、文艺演出、
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各
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控制游客接待上限，
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严
格落实扫码登记、查验行程轨
迹、体温检测等要求，督促游客
佩戴口罩、执行好“一米线”等措
施，景区要做好密闭经营场所的
清洁、消毒、通风等工作，加强对
员工健康跟踪管理。

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加强新
冠疫苗接种政策和科普知识宣
传，提供便民利民措施。我省已
启动 12-17 岁人群新冠疫苗接
种，按“应接尽接”原则，未接种
新冠疫苗且无禁忌症的 12 周岁
以上人员，应积极接种，尽快形
成免疫屏障。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

在琼人员非必要不出岛
暂不举办300人及以上聚集性活动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您
好，您接种疫苗了吗？”“目前，崖
州区已全面开展12-17岁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勤洗手，
常通风，出门记得佩戴口罩。”连
日来，崖州湾科技城大社区工作
人员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地毯
式”疫情防控、疫苗接种等防疫
宣传，切实做好辖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全
健康，全力以赴筑牢免疫防线。

8月 3日，崖州湾科技城大社
区工作人员到辖区内市场、商铺
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宣传折页，
动员居民接种新冠疫苗。为了
让大家全面了解当前新冠疫苗

常见种类、针剂，工作人员耐心
向 居 民 讲 解 接 种 疫 苗 注 意 事
项、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性及
必要性，并针对大家提出的问
题答疑解惑，打消居民顾虑，动
员符合条件但未接种疫苗的人
员 尽 快 接 种 ，做 到“ 应 接 尽
接”。“大家要注意个人卫生，勤
洗手、多通风、出门佩戴口罩、
减少聚会，如有异常要及时就
医。”工作人员叮嘱群众保持良
好卫生习惯。

通过宣传，提高了新冠疫苗
接种政策的知晓率和疫苗的接
种率，强化了居民对新型冠状病
毒的防控意识。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8月3日，文化
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全面加强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市旅文局积
极行动，在前期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再次
派出多个疫情防控检查组，对三亚景区、
酒店、演艺场所、免税店等涉旅企业，以
及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等空间相对密
闭场所进行检查，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三亚旅游市场平稳运行。

经检查，各演艺场所和大部分酒店
均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并按要求落
实消毒和消杀工作。检查督导组要求，
各旅游演艺等空间密闭的场所，要进一
步增强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始终如一

抓好疫情防控；要严格落实测体温、隔
位入座、戴口罩、一米线和勤消毒等常
态化防疫措施，确保防疫安全。

全市旅游景区景点积极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认真做好游客信息采集、查
验健康码、测量体温等工作，引导游客
科学佩戴口罩、保持一米线距离、不扎
堆聚集，让大家文明安全有序游览。在
天涯海角游览景区入口，有工作人员值
守，游客需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后才
能验票入场。“我们每日在停车场、售票
大厅、景区大门入园通道、游客服务中
心、游览车等公共区域和服务设施进行
多次消毒，严格要求员工做好个人防护

与管理，为游客打造安心、放心、舒心的
旅游环境。”该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亚海旅免税城实行机器、人工
“双重”测温和健康码、行程码“双码”查
验，显示正常方可放行；商城内每日多
次消毒，并放置消毒液供客人使用。此
外，该商城每日对员工进行人工测温及
做好记录，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理、用
餐管理、生产办公场所消毒等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

三亚多家餐饮企业通过非接触式
点餐结账，使用公筷公勺，提醒就餐保
持距离，非就餐时佩戴口罩等措施，切
实保障游客生命安全；各大酒店加强人

力物力，做好场地消毒工作，对入住客
人查验健康码，按照要求做好人员体温
检测和入住登记。

不仅如此，三亚市旅文局还专门召
开专题会议对疫情防控作出部署，组建
疫情防控督查组，分别深入景区景点、
酒店饭店、文化艺术场所等疫情防控重
点场所，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督查；对各
单位测温流程、人员排查登记、消杀措
施进行逐项核查；通过查看台账记录、
现场走访等形式，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对存在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切实
保障文化和旅游领域疫情防控工作落
实落细落到位。

落实文旅部紧急通知

三亚加强演艺场所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8月 2
日，三亚市司法局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会，启动疫情防控工作
机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该局要求要
严格落实离岛审批制度，做好人
员情况统计，切实做到“全覆盖、
无遗漏、底数清、情况明”；同时
要强化机关日常管理工作，加强
工作人员自我防护，对办公场所
每日进行消毒处理；要科学安排
日常事务，严格落实值班备勤，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此外，要深刻认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抓
紧抓实外防输入、内防输出各
项工作，律师、公证行业要各负
其责，毫不放松做好本单位、本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迅速开展
离岛人员摸排工作，指定专人
向各科室发通知，统计各科室
有 无 人 员 离 岛 。 如 有 离 岛 人
员，要第一时间上报离岛日期
和所在地，申报每天行程和身
体状况。迅速组织全员核酸检
测，确保安全，同时引导干部职
工加强个人防护意识，尽量避
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减少与不
熟悉人员的接触，非必要不进
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做到
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的社
交距离；要加强机关环境卫生
清洁整治，开展环境卫生检查，
做好办公区域消杀工作，从源头
预防疫情传播，加强联防联控，
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崖州湾科技城大社区：

开展“地毯式”宣传
筑牢防疫安全屏障

三亚市司法局:

启动疫情防控机制
严格落实值班备勤

本报讯（记者 林林）上不了的兴
趣班、错过的旅行计划、全天候的居家
生活……面对当前疫情复杂形势，对10
岁的史一然来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他
带来了遗憾。但为积极响应疫情防控
号召，史一然小朋友通过一张小小“任
务清单”开启了自己“宅家”生活。

“‘宅家生活’一开始挺难的，慢慢
适应节奏就好了，毕竟跟以前不一样，
很想念老师和同学，现在只能通过微信
联系了。”史一然说，因为防疫措施，他
在家已经待得厌烦，觉得回到兴趣班倒
是像是度假一样。

就算有着种种烦恼，但史一然依旧

能从“一团乱麻”中找回生活的主线。
“他自己制定了一张‘居家自主学习任
务单’，每天对照相应目标，细化每天复
习任务以及跟我反馈学习感受。”史一
然妈妈戚彩玲说，“任务单”中既有语数
英等学科的复习任务，也有美术、做家
务等实践体验任务，还有照顾弟弟等，
一张‘任务清单’，令一然的暑期学习生
活非常充实。

“这些是学校给我们列的暑假书
单，我要趁着这段时间，把它们全部

‘消灭’。”史一然说。20 天时间读完
10 本书，便是“任务清单”的第一项。
《呼兰河传》《闪闪的红星》《我的母亲

叫中国》……一然骄傲地展示着叠放
的书籍。“以前科普类文章我都是看带
连环画的，现在我更 乐意看 文字多
的。”

除了丰富课外阅读，在史一然的
“任务清单”中，“复习功课”同样被摆在
了重要位置。“因为我马上就要上六年
级了，这学期期末考虽然考了全年级前
十名，但是语文科目还很薄弱，所以我
要加强这科。”史一然表示，居家学习和
在校学习有很多不同，但最难克服的莫
过于多彩的电视节目和诱人的手机游
戏。“所以我做了计划，就是为了让自己
好好学习。”

温故知新不是暑假生活的全部，均
衡的营养与适当的运动是健康体魄的
基础。因此，在史一然的“任务清单”
中，每天下午的运动时光就显得弥足珍
贵。跳绳、仰卧起坐、高抬腿等，一周
来，史一然都认真完成。“虽然现在很多
地方都不能去，篮球课上不了，我想以
后一定还有机会，所以我们要积极锻
炼，不能生病。”史一然说。

今年暑假期间正值东京奥运会举
办，史一然每晚观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体育项目，“通过观看比赛，也能感受到
奥运精神。我最喜欢举重项目。”史一
然说。

疫情之下暑期生活“不乱套”

小小“任务清单”开启“宅家”生活

游客通过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实名登记后依次入园游览。

游客佩戴口罩游览。 游客安心入园。

加强疫情防控
游客实名入园

连日来，三亚各大景区增强风
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始终如一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并按要求落实消毒和
消杀工作。同时向游客普及疫情
防控知识，强化了游客对新型冠
状病毒的防控意识。近日记者在
三亚鹿回头风景区看到，在景区
工作人员引导下，游客通过出示
健康码、测量体温、实名登记后依
次 入 园 ，确 保 游 客 放 心 游 、开 心
游、平安游。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志愿者发放宣传折页。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