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8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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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5日起，
三亚高风险区调整为 95 个、中风险
区调整为50个。

记者了解到，根据当前三亚市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 8 月 5 日
起，高风险区域调整为 95个、中风险

区域调整为50个。
对高风险区采取封控措施：足不

出户、上门服务。区域内连续 7天无
新增感染者,且第 7天风险区域内所
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
降为中风险区；连续 3天无新增感染
者降为低风险区。

对中风险区采取管控措施：足不
出区、错峰取物。区域内连续 7天无
新增感染者，且第 7天风险区域内所
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
降为低风险区。

三亚高风险区调整为95个
中风险区调整为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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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Sy 央媒看海南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找问题、破难
题，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完善容
错纠错机制，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
者鼓劲；广泛开展“比学赶超”活动，
提高干部素质能力……自贸港建设
启动以来，海南在全省范围持续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全面
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优化自贸港营
商环境。

近年来，海南抓紧抓实干部作风
建设，锤炼干部素质能力，营造鼓励
担当实干的浓厚氛围，让干部全身心
投入到自贸港建设中。

剖析典型案例
解决共性问题

6 月 17日，海南省委党校学术报
告中心内，气氛热烈。当天，海南召

开全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第四次推进会，会上分别就某港对
某货船应对处置不当、某地级市对出
让未修复垃圾填埋地产生纠纷长期
不解决、某沿海县级市在审批渔业示
范园项目过程中作风不严不实等 3
个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典型问题，逐一
剖析，查找“病根”。“我们不光要解决
这3个问题，还要能举一反三。”海南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3 个典型案例，反映了海南在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
进会上，省里通报案例基本情况，相
关分管省级领导现场点评，最后归纳
出“怕担责”“官本位”“政出多门”等
原因。“考虑规避自身风险多，考虑企
业利益少”“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想法”“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不敢
直面困难”……相关地方和省直部门

负责人在发言中主动分析问题根源。
分析个案，是为了解决共性问

题。去年以来，海南通过开展“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组建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专班、举办“省政府与
企业家早餐会”等举措，不断推进营
商环境建设。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
市 场 主 体 46.31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44.89%。接下来，海南还将重点聚
焦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定期召开
讨论会，选取典型案例解剖“麻雀”，
检视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工作开展
是否到位、服务企业和群众是否用
心，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与会的海南省工程咨询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金明说，推进会
把企业遇到的问题“掰开揉碎”进行
剖析，查病因、解难题，这样的举措，
让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下转4版▶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海南多措并举鼓励干部担当作为

抓实作风建设 提升干事热情
人民日报记者 赵鹏 曹文轩

本报海口8月5日电 8月 5日，省
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要充分认
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鼓足
信心、做足准备、下足功夫，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省长、省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总指挥冯飞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汇报并分析疫情防控形势，强调要把
防扩散、防外溢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处理好疫情防控和社会面管控、
疫情和舆情、需要和可能、短期效益和

长期利益等关系，根据风险区域精准
制定静态管理标准、划定核酸检测人
群，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应检尽
检”，迅速阻断疫情传播。

会议要求，要加快破解疫情防控瓶
颈问题，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做
好思想、人员、物资、能力准备，积极争
取支持，合理调配资源，优化工作方
案，提高流调溯源水平和核酸检测效
率，全力缩短“追阳”时间，做到“日检
日清”。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加强督
查督导，确保防疫政策执行不走样。
要做好隔离点和方舱医院储备，合理
设置空间布局，优化医护人员配置，及

时有效开展救治，并做好医患隔离防
护。

会议指出，疫情防控不仅是医疗卫
生工作，也是一项社会工作、群众工
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时发布
疫情信息，畅通咨询投诉渠道，回应群
众关切，最大程度取得各方支持、凝聚
抗疫力量。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王路参加
会议。

会后，冯飞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视频调度会，对相关工作进
行具体部署。 （沈 伟）

本报海口 8 月 5 日电 8 月 5 日
下午，省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在海口市调研
全省公安、公共卫生、工信“ 三公
（工）”协同工作有关情况，强调要充
分发挥“三公（工）”协同作用，完善工
作机制，提升工作效率，为全省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沈晓明先后前往省大数据管理局、
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疾控中
心，实地调研了解疫情防控大数据支

撑、区域协查、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
沈晓明强调，“三公（工）”协同是

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要以解决问
题为目标，完善公安总牵头、公共卫
生与工信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增强
责任意识，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工作
能力，整合信息数据，推动流行病学
调查更加快速、更加精准。要坚持情
报与行动有效合一，使流行病学调查
与后续管控更好衔接，探索打造疫情
防控的海南模式。要把“追阳”工作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优化工作机
制，配齐工作力量，加快“追阳”速度，
为科学快速划定风险区域提供支
撑。要根据疫情传播速度，抓紧储备
隔离点和方舱医院，留足提前量，做
到有备无患。要做好群众工作，落实
好常态化防控措施，提升地点码扫码
率，畅通群众咨询投诉渠道，第一时
间满足群众诉求，提升工作满意度。

省领导闫希军参加调研。
（沈 伟）

沈晓明调研全省“三公（工）”协同工作时要求

完善工作机制 提升工作效率
为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
题会议强调

鼓足信心 做足准备 下足功夫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冯飞参加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8月 5日，
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
局获悉，根据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通知，8 月 5 日 4 时至 8 月 6 日 0 时，
行程卡不含三亚市的出岛旅客，可凭
48小时一次核酸阴性证明及当日 24

小时内“已采样”证明进入海口三港
及火车站办理乘船（车）手续。

行程卡含三亚市的旅客必须持
48 小时 2 次（间隔≥24 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并经测温无异常、扫地点
码、查验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海口三

港及火车站办理乘船（车）手续。
8月 6日 0时后严格执行凭48小

时 2 次（间隔≥24 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结果并经测温无异常、扫地点码、
查验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海口三港
及火车站办理乘船（车）手续。

海南旅客乘船乘火车出岛有新变化

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扩散、防外溢，三亚加强离市通道查健康码、行程码及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力
度，把牢疫情防控关。图为 8 月 5 日，交警在认真检查来往车辆驾乘人员健康码、行程码及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报记者 王康宏 摄

三亚加强离市通道防控力度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8 月 5 日下
午，在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第二十场新闻发布会
上，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季端荣通
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核酸检测
和病毒基因检测结果分析，本轮疫情
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防控形势异常
严峻，正处在防扩散、防外溢的关键阶
段。

8月 4日 0至 24时，三亚新增确诊
病例 123 例（含 1 例无症状转归），无
症状感染者 33例，已送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情况稳定。8 月 1 日 0 时至 8 月
4日 24时，全市累计确诊 146例，无症
状感染者 34例。目前，流行病学调查
和疫情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累计

排查、管控密接 1797 人，次密接 683
人。

8月 4日 0到 24时，全市核酸采样
92.9 万人份。“0801”疫情暴发以来，累
计采样 261.9 万人份，检测工作确保日
采日清，并及时对异常标本进行复核
处置。

季端荣介绍，下一步，三亚将在国
家工作组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一是进一步强化对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的认识，全市上下要做好打大仗
的准备，树立打胜仗的决心，坚定攻坚
克难的斗志，提升应战能力。二是进
一步优化核酸检测流程，提升核酸检
测效率，确保实现日清日结。三是进
一步加大对混管阳性及关联人员管

控、流调和排查，加大隔离点储备。四
是进一步加强防疫知识宣传教育，积
极引导广大市民游客对疫情防控工作
的理解、支持、配合，认真做好基本生
活物资和防疫物资保障工作，特别是
对隔离人员的“老幼病残孕”特殊人
群，建立服务机制，加强心理疏导和人
文关怀。

提醒市民游客朋友们，严格遵守各
项防疫规定，积极履行公民防疫基本
行为准则，全力配合落实防疫要求。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非必要不外出，做
好个人防护，遵守采样检测点的现场
秩序，积极配合做好核酸检测以及各
类场所和单位落实“一米线”、测量体
温、扫地点码等防控措施。

三亚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优化核酸检测流程 提升疫情应战能力

8 月 5日下午，三亚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二
十场新闻发布会，就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五渔（鱼）”排查管控、天涯区防疫
措施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000 多名志愿者参与
疫情防控

记者提问：此次疫情，团市委征集
了大量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人员，
请介绍一下这批志愿者队伍在疫情防
控中的基本情况。

团市委书记朱志兴介绍，疫情发
生后，团市委紧急发布市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倡议书》和《招募令》，发动
社会爱心人士参与抗疫志愿服务活
动。截至目前，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

者数量达到 4000 多名，服务内容涵
盖核酸检测点位服务、路口卡点值
守、搬运物资、开展流调工作等各个
领域。

为提高志愿服务精准度，团市委通
过市、区、村（社区）三级联动防疫志愿
服务体系，建立“点单—派单—接单—
评单”志愿服务机制，即市相关单位、
各村（社区）“点单”上报点位任务和人
数需求，由团市委进行汇总形成“工
单”，并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进行“派
单”，各单位及时“接单”，最后由用人
单位进行“评单”，对志愿者的表现进
行反馈和提出意见建议。下一步，团
市委将继续加大志愿者的动员和招募
力度，整合更多的志愿服务资源，构建
更高效的志愿服务体系，打造一支敢
担当、能战斗、高素质的战“疫”硬核铁
军。

目前协查检测渔民、渔
船样品均为阴性

记者提问：专家认为，此轮疫情
为境外输入引起，进入三亚崖州中心
渔港渔船与境外渔民交易鱼货，通过
渔民隐匿感染或鱼货被病毒污染输
入的可能性大。能否介绍一下三亚
当前渔港、渔船情况？采取哪些措施
做好当前渔港、渔船、渔民的疫情防
控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柯用春介绍，当
前，三亚主要有崖州中心渔港、海棠湾
后海港（三级渔港）、崖州角头港（自然
港湾）三个渔港，全市在港渔船 1343
艘（含“三无”渔船 523 艘），现有外来
渔船248艘，其中大部分为儋州籍渔船
和临高籍渔船。 下转2版▶

4000多名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全面排查崖州中心渔港进出港船只，
建立“1+1+4”快速采样机制……

三亚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市民游客关切
本报记者 刘少珠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致全体市民和游客朋友的一封信

>>>详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