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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昊然（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拟将原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伍佰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创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 史 诒 坚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20019851010054X，有 效 期 限 ：2019.01.16—
2039.01.16，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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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1”疫情突袭三亚，往日热
闹的吉阳区商品街社区，成为“最前
线战场”之一。

为了打赢这场“巷战”，社区基层
党员干部、包点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以
及医护人员每天行走在各巷陌之间，
用自己的“超长待机”筑起了一道道

“防护墙”。
在他们的带动下，社区群众纷纷

加入到这场防疫阻击战，使出“十八
般武艺”，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合
力，倾力守护着商品街社区里的“人
间烟火”。

封控区里的“万金油”：
基层党支部靠前保障,

连续 10 多天驻点封控区

“最难熬的一关终于过去了，我
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除了社区内8个
封控点 90 余人的生活保障，还要腾
出手来为恢复社区日常生活运转做
好提前准备。”4 月 13 日，三亚调整
新一轮疫情防控范围，商品街社区从
封控区调整为管控区，区域内仅保留
8个封控点。这一消息传来，让已经
连续 13 天驻守在封控区的商品街
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泰璋短暂地舒
了一口气。“太忙了！太困了！”回忆
近段日子，48 岁的陈泰璋不由地感
慨道。战“疫”初期，因社区被划为
封控区域，1.7 万多人的入户排查、
核酸检测、送菜买药、回应村民的各
类需求……这些工作都要靠 30多名
社区工作者和 20 多名包点机关单
位工作人员协调推进，经常是连水
都喝不上。每天凌晨 5 点多起来，
深夜送完物资后，还在微信工作群
中梳理意见建议、整理群众需求、协
调安排工作，十几天来天天都忙到
凌晨两三点。

“大家都拼了，只有党员靠上，群
众才能跟上，为了尽快战胜疫情，我
们社区工作人员都开启了‘连轴转’
模式，每天都睡不到四五个小时。”
陈泰璋说，4月 1日开展第一轮核酸
检测，由社区党总支迅速牵头，30多
名党员代表率先垂范，作为先锋力量
首先投入到一线的战斗。他们不仅
是负责居民衣食住的“管家”，有时

还要化身心理调解员，每个人都快成
为“万金油”。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商品街封控区内工作有序，物
资补充及时，医护增援到位，社区居
民也多了一份理解……

社区外围的“跑楼族”：
下 沉 干 部 日 行 超 2 万

步“跑楼”服务

步行 2 万步起，睡眠不到 4 小
时，组织近 8000 居民核酸采样……
这是吉阳区发改委主任符喆在商品
街社区外围管控区里“跑楼”的一
天。

4 月 1 日，商品街社区疫情防控
阻击战正式打响，作为包点责任单位
工作人员，符喆在结束大东海隔离区

的防控工作后直奔商品街社区，并积
极发动单位22名工作人员全员下沉

“疫”线，与陈泰璋的封控十三巷打
起“配合战”，负责社区外围居民的
管控工作。人员摸底、核酸采集、跑
楼送物资、协助消杀……每天早上 7
点不到，在商品街六巷关卡口的符喆
就开始部署一天的工作，任务清单密
密麻麻。“您好，我们是防疫工作人
员，请您配合做核酸……”核酸检测
期间，这是符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一天时间，近8000人需要检测，时间
紧、任务重，符喆和社区工作人员手
持扩音器、戴着口罩，走遍社区里的
大街小巷，统计居民情况，告知注意
事项，确保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不
漏一户、不漏一人。

在细化管控措施的同时，他们还
迅速跟进各项暖心服务，撬动更多群

众力量，保障重点区域群众特殊时期
的生活所需。每天和志愿者将一筐
一筐“爱心包”送到一户户封控区居
民手中，用真诚实干赢得了群众的理
解和肯定。“‘楼’就是我们的阵地，

‘跑’则是工作常态，一次又一次的
往复中，我们也能够迅速摸清底数，
为早日‘清零’提供更加精准的防控
措施。”符喆说。

连轴转的“传递员”：
社区群众积极加入志

愿服务守护美丽家园

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看着社区
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日夜连轴转地忙
碌，不少社区居民也深受感动，挺身
而出就地“变身”为志愿者，进一步
充实了群防群治的基层力量。“我这
些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社区工作
人员维护核酸采集现场秩序，同时给
居家隔离人员送菜、送药、送燃气等
生活物资。有的老年人不会操作智
能手机，我也可以帮他们操作健康码
等。”34岁的社区居民吴小添是主动
报名参与志愿服务的一员，连日来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成为社区居委会的

“帮手”、连轴转的爱心“传递员”。
10 多天的志愿者工作给吴小添

带来许多感触，“疫情当下，我看着
基层工作者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尽
最大的能力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当
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才体会到
他们的不容易。现在周围越来越多
的邻居、朋友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希望更多人加入到防疫工作中，大家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拧成一股合
力，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陈泰璋介绍，目前该社区居民志
愿者登记在册的已有 50 多名，有了
他们的支持，社区的防疫工作开展更
加顺利了。“志愿者们融入工作非常迅
速，有人负责在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
序、协助居民申请二维码、协助医护人
员进行数据采集，有人为社区的独居
老人送菜配药等等，他们在社区管理
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逆行而上，只为打赢商品街封控区“巷战”
本报记者 李少云

本报讯（记者 黄珍）4 月 12
日，在吉阳区红郊社区半岛蓝湾
小区核酸检测采样点，残疾人志
愿者曾顺进、符玲艳夫妇 在抗

“疫”一线为居民服务。
符玲艳是三亚市第四届道德

模范，曾顺进是市肢残人协会副
主席。经过培训和选拔，夫妻俩
从 4 月 9 日起正式上岗，成为一
名防疫志愿者。“虽然我们是残
疾人，但也可以为守护这座城市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曾顺进
说。每天早上 7 点，他们准时到
核酸采样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们穿脱防
护服都很费力。”曾顺进说，他每
次都要在妻子的帮助下才能完
成。与其他志愿者一样，他们需
要在核酸采样点位上为居民测
量体温、核验健康码、维持现场
秩序、解答疑惑等。连续几天下
来，普通人都扛不住，更何况他
们还身体残疾，但他们丝毫不放
弃、懈怠。

“疫情当前，怎能袖手旁观，
我们也要奉献自己微弱的力量，
努力去做好一名防疫志愿者。”符
玲艳说。

三亚一对残疾人夫妻
并肩坚守社区防疫一线

4 月 14 日 5 时 30 分，天还没
亮，吴悦宁查看手机上显示最早
一班动车到达时间，早早地来到
三亚动车站，开启了一天的抗疫
志愿服务活动。“0331”疫情发生
以来，三亚中心城区疫情防控工
作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志愿者，
来自三亚青林学校的高中学生吴
悦宁与其他志愿者积极投身到抗
击疫情第一线。当天，是她在抗
疫一线服务的第12天。

早在今年1月份，便在做志愿
服务的妈妈影响下，加入了三亚
市红十字学雷锋志愿队。2004年
出生的她是志愿队里年龄最小的

“00后”。“叔叔，请打开您的健康
码，扫码进站”“阿姨，请把健康码
离机器近一点”……在三亚站进
站口，吴悦宁帮助旅客扫健康码
进站，协助动车站工作人员检查
核酸检测报告。这几天三亚白天
气温高，吴悦宁穿上厚厚的防护

服一站就是一整天。
“紧急通知，落笔洞社区核酸

采样点需要 10名志愿者，18时前
到”“队长，我去！”4月 9日下午 5
时许，志愿者群里发来疫情防控
紧急通知，吴悦宁顾不上身体的
疲惫，第一时间和妈妈一起报名，
赶到疫情防控点。当晚 11 时许，
由于一天的劳累，吴悦宁突然呼
吸困难、眼前发黑，她赶紧离开采
样点，摘下防护面罩，坐下休息。
母亲发现异常，跑过 来询问情
况。“妈妈，我没事，就是有点头
晕，休息一下就好了。”看到女儿
苍白的面容，妈妈心痛得眼睛湿
润了，“女儿，累了就回家休息吧，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不，妈妈，
我年轻，休息一下就好了，采样点
还有这么多人，我不能走。”说完，
这位在队友眼里干劲十足、有奉
献精神的“小共青团员”继续投身
于为群众服务工作中。

高中女生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的第12天
“妈妈，我还年轻，休息一下就好了”

本报记者 刘盈盈

疫情期间，三亚市社会福利
院（以下简称“福利院”）来了5位

“小朋友”，他们都是福利院工作
人员的孩子。从 4 月 1 日至 4 月
14 日，他们跟着爸爸妈妈一起

“住”进福利院，给这里 53 位“折
翼天使”带来了欢乐。

4月3日，原本是福利院工作人
员“换班”的日子，然而福利院被通
知实行全封闭管理。这就意味着在
福利院已经值守了14天的17位工
作人员需要就地隔离继续坚守。

“17位工作人员当中有5位工
作人员的配偶都在一线抗疫，大
家只能把孩子带进福利院。”福利
院院长王皇说，因为她的爱人也
在一线抗击疫情，为了能够照顾
福利院的孩子，只能把自己的孩
子接到福利院。

为了安抚大家情绪，市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黄淑贞第一时间联
系王皇，叮嘱成立党员突击队，要
求大家一定把疫情防控的每个环
节、每项工作都抓实抓细抓到位，
为儿童的生命健康撑起“保护伞”。

王皇以担当为先，带着其他
16 位工作人员与孩子们共同吃

住，24小时亲情陪伴，用爱筑牢疫
情防控防线。

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给孩
子们烹饪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餐
食，捉迷藏、打羽毛球、跳绳、踢足
球等，带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互
动游戏，手把手教孩子们日常生活
技能，给残疾的孩子康复锻炼，关
注孩子健康状况……本应枯燥乏
味的封闭管理生活在17位“家长”
的精心安排下变得多姿多彩。

隔离期间，福利院还有很多温暖
片段：

市民政局协调市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上门进行核酸检测，3月份
两次采样，4 月份 5 次核酸检测、
一次抗原检测 ；社工们化身老师，
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给
停课的孩子进行课业辅导，做到
停课不停学；播放防疫视频，指导
幼儿们做好手卫生，强化防范意
识；工作人员变着花样做美食，让
孩子们吃饱吃好；一位匿名的爱心
人士连续两次捐赠蔬菜；市商务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管理局
等单位组织爱心捐赠，让孩子们感
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

17位“家长”守护58个孩子
本报记者 杨洋

吴悦宁帮助旅客扫健康码进站。

记者直击

社区居民吴小添主动报名参与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李少云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4 月 14日，
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发布通告（通告 2022 年第 42
号），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市指挥
部研究决定，4 月 15 日零时起调整全
市社会面管控政策。

进出中心城区（塔岭以东，迎宾互
通、竹络岭隧道以西，G98 高速以南），

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扫地
点码通行。

中心城区（塔岭以东，迎宾互通、
竹络岭隧道以西，G98 高速以南）以外
区域实行严格的常态化管理，实施略
高于社会面管理措施，围挡、道路卡点
等管制设施取消。

全市封控区、管控区外的范围，除

室内演艺娱乐场所、棋牌室、电影院、
剧院、网吧、书吧、歌厅（KTV）、酒吧、
剧本杀、密室逃脱、室内图书馆、室内
体育健身场所、室内游泳馆、洗浴中
心、美容美发院等密闭场所及餐饮堂
食外，各商业和公共场所恢复营业，严
格按照相关指引落实限流 50%、错峰、
测温、扫地点码、戴口罩、一米线、通风

消杀等措施。
各区（育才生态区）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疫情
防控监管力度，对于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不到位的单位，要依法依规立即责
令停业整改。三亚市将根据国内外疫
情形势和国家、省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及时动态调整防控措施。

今日零时起

三亚调整社会面管控政策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4 月 14日，
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发布通告（通告 2022 年第 43
号），根据疫情处置进展，经研究决定，
自 2022 年 4月 15 日零时起，解除以下
封控区、管控区管理。

解除封控区，（一）天涯区：文明路
162 号黄金广场 B 栋、儋州二巷 28 号
以东及北二巷、儋州北一巷 6号、儋州
三巷许有文诊所、马岭社区黄龙街118

栋、马岭社区黄龙街 177-180 栋、马岭
社区黄龙街 183—184 栋、马岭社区黑
龙街东一街20-25栋、金鸡岭街482号
新好景花园小区A2单元、金鸡路22号
候鸟湾、跃进街与胜利路交叉路口建
港新城8栋、回新路4号丽景温泉隔壁
美景公寓、解放二路步行街四楼楚湘
苑商铺。（二）吉阳区：吉阳区商品街十
二巷 8 号（D-1 音乐烤肉餐厅）、榆亚
路苏荷酒吧、榆亚路bpm酒吧、榆亚路

花水木皮肤管理店、港门村东三路 3
号、教育巷、港门村上村路20号明亮公
寓、亚龙湾奥特莱斯、金茂海景花园、
榆亚路海豚美式餐厅及周边麦当劳和
酒六居酒屋、银泰酒店对面麦当劳住
宅楼、印度尼泊尔菜（大东海店）、大东
海夏日百货、大东海文华东方大酒店
封控区管理。（三）海棠区：百姓村东北
菜馆、亚特兰蒂斯酒店。

解除管控区，马岭社区、岭北社区、

金鸡岭社区、回新社区、光明社区。
管理措施方面，上述封控区、管控

区解除后，按照防范区管理，实施略高
于社会面管理措施，解封不解防，避免
各类人群聚集活动，进出公共场所、小
区严格实行扫地点码和健康码管理，引
导居民严格做好自我防护和健康监测。

中心城区其他区域仍继续实施原
有的管控措施，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变化分期分批调低管控层级。

今日零时起

三亚解除部分封控区管控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