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8 月 5 日从三亚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获悉，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即日
起，经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出港前
往北京的所有旅客，须持有 48 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此
外，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传
播力显著增强，病毒载量高、潜伏
期缩短，感染后患者症状不典型、
不明显，因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为方便广大游客、市民朋友提
前预约核酸检测，避免出行人员
聚集、拥挤、等待时间过长，增加
传染风险，现将全市9家核酸检测

机构和设立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予以公布。

请广大游客、市民朋友密切关
注疫情进展，积极响应国家防控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号召，注意做
好个人防护。近期如有出现不明
原因发烧、干咳、乏力、嗅觉味觉
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
肌痛、腹泻等症状的，请及时前往
发热门诊诊治，切勿到个体诊所、
门诊部等未设立发热门诊的机构
就诊，如有发现未设立发热门诊
且非法接诊发热患者线索的，可
及时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报告。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卢
智子 郭杰行 贺力宇）“我今天来打第
一针。”8月 6日上午，在三亚技师学院
内，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免费接种
新冠疫苗，和前段时间相比，12-14 岁
小朋友的身影多了起来。

“近半个月有没有打过别的疫苗？”
“有感冒、发烧吗？”“看一下黑板上的
注意事项，不舒服及时和我们说。”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准备接种疫苗的
学生们，戴好口罩，按照流程依次进行
信息登记，签署接种知情同意书等。

根据三亚市卫健委安排，于7月28
日，分批分段分年龄陆续启动 12-17
岁年龄组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制
定了《三亚市 12-17 岁人群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方案》。

“本次 12—17 岁人群使用的新冠
疫苗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用于
该年龄段人群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包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
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三亚
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人员介绍，灭活新冠疫
苗需要接种两剂次，两剂接种间隔时

间最少 21 天，最长 56 天。若超过 56
天，无须从头开始接种，只要尽快补种
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据悉，全市各学校将根据区域划

分，设置 12-17 岁人员新冠疫苗接种
点 12 个，分别为高峰医院、育才中学
（育才医院）、藤桥中学（青田临时点）、
鲁迅中学（美丽之冠临时点）、南滨医

院、技师学院、海南中心三亚学校、市
中医院、天涯区马岭卫生院、市妇幼保
健院、市一中、凤凰卫生院。三亚市本
地学生原则上按划设片区接种，居住
地与接种点距离较远的可考虑就近接
种；外省和外市县暑假在三亚居住的
学生、其他校外未成年人可自行选择
接种点就近接种。

“未成年人接种时需由学校工作人
员或父母（监护人）陪同，并提供由父
母（监护人）亲自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三亚市卫健委提醒，各位家长了解接
种前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如有感冒
发热、处于急性疾病发作期及慢性疾
病急性发作期等情况，建议暂缓接
种。需要了解新冠疫苗接种相关知
识、有关禁忌症事宜，按照学校或相关
部门要求为孩子准备好相关身份证
件；认真阅读并填写知情同意书。提
醒孩子当天穿宽松的衣服方便接种，
前往接种门诊时需佩戴口罩。

记者从三亚市卫健委获悉，截至 8
月 6 日 20 时许，三亚市 12-17 岁青少
年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已累计达 52924
人。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日前，国内
多省市出现疫情散发病例，多地加大
了防疫措施力度。三亚的人员密集场
所疫情防控情况如何？8月 6日，记者
到三亚多个超市、火车站等场所进行
实地走访。

正值周五，晚 7 时 30 分许，以往
“携家带口”其乐融融的超市里此时只
见零零散散几名顾客。记者采访的多
家超市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受疫情影
响，近期店内客流量有所减少。“这段
时间受疫情影响没什么人来逛超市，
平均一天不到 1000 客流量，一般都是
来购买蔬菜水果等食品。”旺毫超市解
放四路店办公室主任吴挺成说。

“你到第一市场去看看就更能感觉
到现在没什么人出来了。”市民林女士
告诉记者。尽管“人气”略显不足，但

各大超市的防疫措施执行起来毫不含
糊。所有顾客均需佩戴口罩，通过测
温门显示体温正常后方可入内。旺毫
超市汽车总站店食品部课长何运波告
诉记者，超市每隔3天进行一次全面消
毒，另有专人负责每天早晚各一次的
日常清洁消毒工作，超市员工上班前
需测量体温并进行登记。

“ 请 打 开 健 康 码 佩 戴 口 罩 进 站
……”三亚站进站口的扩音器里重复播
放着温馨提示，旅客将健康码出示给
志愿者查看后有序通过第一道测温门
进入站内。来自三亚市第五中学的志
愿者郭宇涵告诉记者，旅客扫描健康
码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情况：有的手机
信号不好扫不出来，有的人没有支付
宝和微信……出现这些情况的旅客需
要进行信息登记后才能进站。

开学就要上初二的她说自己很喜
欢帮助他人就主动报名当了志愿者，
也喊了同学一起过来帮忙。“长时间站
着很累，坐着很累，要一直看健康码的
颜色眼睛也很累。但是能帮助到他
人，很多人也会跟我说谢谢，心里就觉
得很值得。”郭宇涵说。

海口车务段三亚站客运班组副班
长李意介绍，由于最近多地出现疫情反
弹，8月1日始，政府部门加派了综合执
法部门人员同志愿者一道，从早上5点
30分到晚上10点 20分轮流值班，查看
旅客健康码和进行人员测温、登记工
作。“进站需两次测温，进站口装了一道
测温门，内部过安检后需再次测温，出
站也是两次测温。”李意说。她告诉记
者，车站加强了管控，禁止乘客站内换
乘。对于入岛人员还需查看其行程轨

迹码。目前三亚站只开通了北京西站
到三亚站，长春站到三亚站两趟省外列车。

据介绍，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发
热旅客会安排其到专门的隔离室，然
后上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由指挥部派专人过来进行身份信
息登记以及开展后续隔离工作。“入岛
旅客和动车站内的垃圾要在消毒后进
行分类处理。这里每一层楼都设置了
防疫专用的垃圾桶，确保集中处理废
弃的口罩、手套。车站各区域包括电
梯、厕所、扶手、门把手等每4个小时进
行一次消杀，市消防部门也会不定时
来到车站进行消毒。”李意说，工作人
员上下班前都要进行测温、检查健康
码、行程码，休假回来职工要报备去过
哪些地方，经过涉疫区的人员要及时
上报。目前列车班次、通行情况正常。

三亚：

疫情防控常态化 公共场所防疫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为切实守护
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三
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对
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进一
步规定，三亚娱乐场所落实情况如
何？8月 6日，三亚日报记者赴市内多
个棋牌室、电竞网吧、电影院等公共娱
乐场所进行探访。

当天下午3时左右，记者来到解放
路明珠广场附近的极速网吧，在网吧
门口，看到一块写有防疫措施的提示
牌，要求进入人员需出示健康码以及
测温。记者观察发现，网吧大厅有多
台机器，但只有几个人在玩。每个人
都佩戴口罩，有时客人摘下口罩，巡视
的工作人员发现后会及时上前提醒。
客人走后，工作人员会对顾客使用后
的键盘、座椅等进行“一客一消杀”。

“这几天客人少了很多，不到平时
的三分之一。按照主管部门下发的通
知，我们强化了防疫要求，按照规定积
极落实好每一个细节。”网吧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三亚幽蓝电竞网吧 2019 年开业
时，日均接待消费者 100 余人次。去
年，该网吧积极响应暂停营业、人数限
制等疫情防控举措，致使许多“老顾
客”养成在家上网的习惯，现在网吧客
流量远不及开业之时。该网吧刘店长
表示，今年上半年网吧的顾客渐渐多
了起来，但是最近几天到店上网的顾
客比前段时间又少了很多。

在走访祥瑞路，文明路时，记者发
现，街边的棋牌室、茶室客人都少了很
多。

虽然三亚目前属于疫情低风险地

区，但如何做好观影防疫措施，依然是
首要工作。日前，国家电影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电影院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进一步严格落实电影院分
区分级防控要求，加强电影院精细化
疫情防控。为此，三亚制定了防控指
南，对观众观影提出了明确要求。

首先是买票环节，所有影院售票全
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
电影院暂不提供公用3D眼镜。对于想
要一饱3D电影眼福的观众来说，务必要
带一副3D眼镜。此外，《防控指南》还要
求，进入影院区域的工作人员和观众必
须全程佩戴口罩，对号入座，未戴口罩和
体温37.3度以上者不得进入。实行交叉
隔座售票，保证陌生观众间距1米以上，
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

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高度重视园

区疫情防控及游客安全游览等工作，
在“落客点”实行测温扫码、实名登记、
安全佩戴口罩、保持“一米黄线”排队，
并为游客提供免洗洗手液和备用口罩
等常态化防控措施。据该园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开园前，园区每天都会对公
共区域进行多次无死角消毒。针对扶
梯把手，垃圾桶、游客服务中心、公厕、
观众座席等公共区域采取全方位、高
频次的消杀，做到一刻一消，为游客隔
绝传染隐患。

“目前，三亚已对各个棋牌室、麻将
室、电影院、健身房、网吧、KTV、洗浴
中心、演艺场所等密闭娱乐场所及其
他人员聚集场所进行严格检查，认真
落实防疫措施，如果发现有不符合防
疫规定的，一律停业整顿。”三亚市旅
文局行业监管科有关人员告诉记者。

娱乐场所人流量锐减 落实防疫措施较好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受近期
国内多地发生聚集性疫情影响，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亚火车站、
三亚汽车总站等交通客运站点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按
照相关规定，配合已购票旅客积
极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8 月 6 日，记者在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看到，该机场通过“一米间
隔”提醒、增加现场引导人员数
量、增开值机柜台等方式分流旅
客，避免引起聚集。在候机楼各
出入口、每一个客用卫生间以及
值机柜台、登机口等区域放置免
洗消毒液，提醒并协助旅客进行
手部消毒，确保旅客安心出行。

8 月 3 日，民航局下发通知，
明确旅客在 2021 年 8 月 4 日 0 时
前已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日至8
月 31日的国内机票，自8月 4日 0
时起至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
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
人不得收取费用；8月 4日 0时前
已申请退票的旅客，不适用本通
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相关负责
人表示，机场将认真落实上级规
定，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旅客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该机场客服

热线0898—9612333咨询。
在三亚火车站，偌大的候车室

内，乘客较往日也有了明显减
少。正在候车的乘客都加强了自
我保护，口罩戴得严严实实，彼此
之间间隔落座。记者从该站了解
到，自即日起，旅客在三亚火车
站、12306 网站等各渠道，办理
2021年 8月 3日 24时前已购各次
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
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
一同办理。

8 月 6 日，三亚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通
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从 8 月 7
日0时起，经三亚火车站前往北京
的所有旅客，须持有 48 小时内有
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车。三亚
火车站将在安检时进行核验。

目前，由三亚汽车总站发往省
内的各班线车辆运行正常。按照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强化中
高风险地区运输服务疫情防控工
作的紧急通知》等文件要求，三亚
汽车总站已暂停进出中高风险所
在区域道路客运班线车。针对以
上停运线路，车站为已购票旅客
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记者您
好！老人找到了，谢谢您的费心，给您
添麻烦了……”8 月 6 日零晨 12 时 11
分许，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游客
刘述云向三亚日报记者发来消息称，
其在三亚湾走失 7天的老父亲刘美玲
找到了。

■十万火急：
七旬老人走失 7 天无消息

“爸，您在哪里啊？全家人都急得
度日如年、寝食难安……”8 月 5 日上
午，游客刘述云向三亚日报求助称，其
71岁的老父亲刘美玲于7月30日晚上
7 时 30 分许在三亚湾走失后，尽管三
亚警方在接警后第一时间已发出协查
函全城寻找，但时至7天了仍无半点消
息，这让他们焦急万分。

“7 月 29 日晚上，我们一家 7 口从
黑龙江乘坐飞机来三亚，抵达三亚时
已是次日凌晨1时许。之后，我们入住
在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一朋友家中。”
说起此事，刘述云对记者说，7月 30日
下午 5时许，他与父母、妻女及岳父岳
母 7 人兴冲冲地来到三亚湾海边玩

耍。面对清澈的大海，一家人都兴奋
极了……然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让
一家人再也难以欢笑，根本无半点心
情游玩。

“当时，由于父亲行动不便，没有
下海游泳，我们 6 人全跑到海里玩耍
去了……”刘述云说，父亲当时在海滩
上散步看风景，他在海里也时不时地
回头看看父亲。由于女儿一个劲地缠
住他，让他陪她在海里玩耍，于是他
便放松了片刻。没想到，就这 10多分
钟时间，他再往岸上望去时，发现父
亲已不见踪影。心急之下，他立即上
岸寻找，但找来找去，始终没有见到
父亲。无奈之下，他只好报警求助。
可是，警方介入后，还是无父亲的消
息。如今，他们都惦记父亲的身体健
康状况，希望能早日见到父亲，家人
都很想念他老人家。远在黑龙江老家

的兄长得知此事后，也是着急地要乘
飞机赶来三亚寻找，后被他劝阻住并
说已求助警方。

刘述云告诉记者，其父亲走失时，
头戴着一顶褐色草帽，上身穿着一件
灰色半截袖 T 恤衫，下身穿着一条黑
色大短裤，脚上则穿一双黑色运动网
鞋。由于老人家有些小脑萎缩，故偶
尔神志不清表达不明。“他的下肢两条
小腿明显红肿，因此走路有些前倾。
他能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知道我的名
字。”刘述云说，父亲在三亚湾走失的
时候，除了左手戴着一个手表外，身上
还有一个旧钱包，里面装有 500 元现
金。父亲走失后，全家人的心情都很
不好，母亲更是睡不着觉，我爱人和孩
子也总是哭泣，我也着急得上火。这
么多天来，我们都很担心老人的安全
和身体健康，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寝食

难安。

■全力以赴：
三亚警方发协查函平安找回

8月 6日零时11分许，刘述云向记
者发来信息说，老人找到了！同时，他
还感谢三亚日报的支持与帮助，并感
恩好人一生平安！当天上午6时 42分
许，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相关负责
人也给记者发来信息，确认走失老人
刘美玲找到了。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如何？这些
天他是如何度过的？他又是如何找到
的？……”对于记者所问及的这些话
题，刘述云表示，父亲目前的身体状
况良好，虽然老人家受到一点小惊
吓，但是精神状态还行。老人家是被

一位店主发现的，因为该店主看到老
人后，发现老人与三亚警方发出的协
查函里的人极为相似，于是简单地问
了老人几句话，便拨打了协查函上的
电话。当他急匆匆到赶到该店时，看
到了走失 7天的父亲。让他顿时安心
的是，父亲虽然看起来有些疲倦，但
人平安无恙。为此，他十分感谢该店
主，并感谢三亚警方为此所做的工
作。至于老人这些天是如何度过的？
他也不太清楚，毕竟老人需要好好休
息，他也需要睡个好觉。之后，记者
发微信向他要该店主的电话，他迟迟
没有回应。

那么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
湾派出所是如何寻找这位走失老人
的？对此，三亚湾派出所负责人表
示，7 月 30 日 20 时 16 分，三亚湾派出
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在三亚湾

海上大都会左岸对面海边一老人走
失，名叫刘美玲。接到指令后，该所
立即组织警力沿着海边区域查找，当
天晚上查找未果。因海边沙滩处及沿
岸停车场的监控还未开通使用，民警
便带着刘先生到派出所监控室查看三
亚湾路面监控，查找到走失老人刘美
玲轨迹。之后，该所对此事作出部
署，第一时间将走失老人的情况及照
片发到微信工作群、警保联控群、城
管群，要求所有民警、辅警在朋友圈
发布寻人的信息，要求各酒店、旅租
协助查找。此外，该所还对走失老人
的查找工作进行分组，一组巡逻队员
加大对海边的查找力度；另一组负责
调取沿途监控查找走失老人的轨迹，
深入辖区各酒店、旅租、小区、工地排
查，到公交车总部、动车站查找并粘
贴寻人启事。同时，三亚警方还发出
协查函通报此事，并要求刘美玲的家
属在报刊发布寻人启事，发动群众的
力量在全市查找。8 月 5 日晚 10 时
许，该所民警在一酒店查看监控时，
本想通知刘美玲的家属到该酒店一起
查看监控，但刘美玲的家属称老人已
找到了，家人现正在赶去接老人回
家。

71岁老人三亚湾走失7天
三亚警方发协查函平安找回

低龄段疫苗接种工作有序进行
截至8月6日20时，三亚市12-17岁青少年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累计达52924人

近日，学生在三亚市第一中学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免费退票渠道畅通
三亚机场、高铁、汽车站运行有序

三亚市核酸检测机构发热门诊名单公布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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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核酸检测机构名单

三亚市设立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序号 检测机构名称 地 址 值班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三亚中心医院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1154号 38220127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558号 88021117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凤凰路106 32893237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339号 88023970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三亚市海棠区江林路80号 37330940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 三亚市三亚湾路86号 88291070

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
三亚市天涯区凤凰镇

下恶村南新农场十一队
38251316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卫生院 三亚市崖州区崖州大道 88707006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三亚分中心

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475号
三亚海关河东办公区

88616530

序号 发热门诊名称 地 址 值班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三亚中心医院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1154号 38220127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558号 88021117

三亚市中医院 三亚市凤凰路106 32893237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339号 88023970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三亚市海棠区江林路80号 37330940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 三亚市三亚湾路86号 88397243

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
三亚市天涯区凤凰镇

下恶村南新农场十一队
38251316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卫生院 三亚市崖州区崖州大道 88707006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育才医院 育才生态区育才大道 8895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