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公布276个核酸检测点位置

本报讯 根据当前三亚市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为便于群众就近开展核酸检
测，三亚公布了 276 个最新核酸检测点
位，助力三亚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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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9月 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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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旗街社
区椰风巷 79、81、83 号楼等区域调整为
低风险区，自通告发布起，高风险区调整
为2个、中风险区调整为4个。除高、中
风险区外的区域为低风险区。

高、中风险区域内居民如遇到生活、
就医等困难，可拨打三亚市政府服务热
线12345。

本报讯（记 者 刘 盈 盈 见 习 记
者 陈超全）9 月 19 日上午，澄迈县
支援三亚医疗队 98名队员、屯昌县
支援三亚医疗队 100 名队员圆满完
成在三亚的各项抗疫任务，踏上返
程之路。

澄迈县支援三亚医疗队由澄迈
县 27 家医疗机构共 98 名医护人员
组成，于 8 月 3 日抵达三亚，主要在
海棠区开展疫情防控核酸采样工

作，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支援疫情
严重的吉阳区下洋田、荔枝沟社区
开展上门核酸采样工作。支援三亚
抗疫期间，队员们克服天气炎热、
爬楼体力消耗大等困难，圆满完成
海棠区、吉阳区布置的核酸采样任
务。

据统计，8 月 3 日至 16 日期间，
澄迈县支援三亚医疗队累计完成核
酸采样28.8万人次；8月24日至9月

11 日期间，澄迈县支援三亚医疗队
连续采样 19天，累计出动采样队员
2291 人次，完成核酸采样 31.1 万人
次，其中上门单管单采8726人次。

屯昌县支援三亚医疗队由屯昌
县人民医院、屯昌县中医院、屯昌县
保健院及17个乡镇卫生院共计100
名医疗队员组成，主要负责吉阳区
核酸采样工作。在三亚期间，他们
每天早上 6时便要出发至采样点位

开展工作，8、9月份的三亚，天气酷
热难耐，有时还会遭受大雨袭击，这
给采样队员们带来了极大挑战。尽
管困难重重，但全体队员始终坚定
信念，坚守岗位 38 天，努力完成采
样任务。

据统计，屯昌县支援三亚医疗
队在三亚抗疫期间，累计出动采样
队员 3742 人次，累计完成核酸采样
77.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工人核
酸检测已经常态化，工地实施封闭
管理，工人在工地与生活区两点一
线，确保安全生产……”9 月 14 日，
崖州湾科技城复工复产后，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
术与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恢复施
工，看着眼前机械轰鸣、工人规范佩
戴口罩有序开展施工，现场如火如
荼的景象，该项目执行经理代祥俊
相信会如期完成工期。

该项目位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
的大学城板块，建设内容主要为:科
研试验楼，包括海洋智能机电装备
技术中心和海洋信息探测技术中
心；综合研发楼，包括 SAR 微纳卫

星技术中心、深远海工程技术中心
和校企联合技术中心等。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浙江大学以涉海学科为
基础的科创及人才培养平台，将为
海南深海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
能，是崖州湾科技城围绕“深海科技
产业”，着力构建“产学研”生态体系
的重要环节。

据介绍，该项目施工单位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工人、原材
料、机械设备等陆续进场到位，目前
有 300 多名工人奋战在项目一线，
达到了本轮疫情发生前总作业人数
的 95%。目前正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已经完成了总投资额的50%，即
将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代祥俊介绍，疫情防控期间，项
目工地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工地内
部施工、生活区严格采取全封闭及
点对点管理。每天有大巴车集中接
送工人往返工地和生活区。施工现
场采用“三合一”门禁系统，工人通
过人脸识别显示劳务实名制信息、
体温和健康码状态，能进一步提高
进场速度。同时项目实行网格化管
理，全面保障常态化防疫工作和生
活生产。

“关键的一环在分包单位，我们
已经对分包单位进行了充分动员，包
括思想动员及对工人的关怀，我们将
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保障结算以及
工资发放，把全员复工复产的氛围调

动起来。此外我们也在考虑春节不
停工的可行性。”代祥俊说。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规划
建设处处长林玉婷介绍，截至目前，
园区有46个项目复工。管理局成立
了建筑工地复工复产专班指挥部，
下设综合监督管理组、片区检查组、
物资保障组、医疗消杀组以及安全
生产检查组等 5个专项工作组。接
下来，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将持续
对企业防疫工作进行督导，并全力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精准发力，畅通
产业链、供应链，打通物流堵点，进
一步加快复工复产进度，全力为复
工复产做好各项服务，积极推动项
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连日来，
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消杀
队伍对天涯区辖区内的海南省重点
项目——海南佳翔集团旗下的三亚
佳翔航空货运农产品加工贸易冷链
物流园（简称“三亚佳翔物流园”）内
办公区、冷链仓储区、宿舍区、食堂
等公共场所，按照“全覆盖、无死角、
无盲区、无空白”的原则进行全面消
杀，全方位构筑防疫“安全线”，为复
工复产提供环境保障。

记者在现场看到，消杀人员佩
戴好头套、护目镜、口罩，穿着防护
服，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利用消杀
喷雾器对三亚佳翔物流园内的货
物等仔细喷洒消毒药水。

为开展好全面消杀工作，三亚
佳翔物流园严格按照“规范化、标
准化、精细化”作业标准，落实疫情
防控常态化机制，每日集中多频次
喷洒消毒处理。同时加大道路清
扫保洁力度，彻底清除道路边缘、
死角、夹缝的各类垃圾，确保道路
环境整洁有序。

三亚“0801”疫情防控期间，三
亚佳翔物流园园区工作人员实行
24小时值班值守，并成立后勤保障
小组、园区安保消杀小组、外省捐
赠医疗物资管理小组、外省捐赠生
活物资管理小组、装卸运输配送小
组等 5个工作团队，全力配合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和市
卫健、商务、审计、红十字会等部门
的工作，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所有捐
助的防疫物资安全接收存储，快捷
高效送达，为助力三亚疫情防控作
出应有贡献。

全市 9 月 15 日 12 时起解除全
域临时静态管理后，三亚佳翔物流
园坚决落实防疫要求，进一步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防控工作，要求进出产业园区人员
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返岗首
日须持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扫地点码、测温通行，通过多举措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为复工复产做
准备，保障园区工作生产安全，共
同守护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三亚欢送澄迈县屯昌县支援三亚医疗队返程

当 前 ，三 亚 正 在 有 力 有 序
推进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平稳恢
复。9 月 19 日，由三亚传媒影
视集团主导的鹿直播自贸港直
播示范基地，复工首日迎来中
免线上直播。

据 悉 ，为 了 有 序 推 进 复 工
复产，该基地成立复工小组，提
前一周进行企业自查，筛查复
工人员，每日对复工员工进行
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及
体温监测，对办公场所进行全
面消毒，分批、有序、稳妥开展
工作。

（鹿闻）

三亚调整高风险区为2个
中风险区为4个

崖州湾科技城又一项目有序复工
目前园区已有46个项目复工

三亚佳翔物流园
开展全面消杀推动复工复产

鹿直播海南自贸港直播基地
迎来复工首场线上直播

专业消杀队在三亚佳翔物流园开展大规模消杀。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本报讯（记 者 刘 盈 盈 见 习 记
者 陈超全）9 月 19 日，省直机关支
援三亚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圆满完
成任务返程。三亚举行隆重的欢送
仪式，以最高的礼遇欢送抗疫战士
们。三亚市领导为省直机关支援三
亚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送行，向全
体队员及其家属致以衷心感谢和崇
高敬意。

省直机关支援三亚抗疫青年志
愿服务队由 15支队伍组成，第一批
队员于8月 7日抵达三亚，先后奋战
四十多天。主要负责核酸采样信息

采集、流调溯源、封控巡查等工作。
工作期间，队员们顶风雨战酷暑，坚
守在基层卡点，穿梭于街头巷尾，共
同构筑起一道道严密的生命防线，
为三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
重要作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耿来到队
员驻地鹿岭海湾维景国际大酒店，
他代表市四套班子和全体三亚市
民，向省直机关支援三亚抗疫青年
志愿服务队为三亚抗疫工作作出的
贡献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
说，三亚取得抗疫阶段性成果离不

开志愿者们的努力。在三亚抗疫最
吃紧、最关键的时候，省直机关支援
三亚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
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奔赴三亚，在最
关键时刻给予三亚最有力的援助和
支持，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担当、舍
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以及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中华传统美德。三
亚这座城市和人民永远铭记这份情
谊。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省
直机关各单位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三亚，为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

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
大献礼。

在队员另一处驻地银泰阳光度
假酒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盛勇
军说，省直机关志愿者心系三亚、火
线驰援，充分展现了顾全大局、闻令
而动的政治担当，充分体现了守望
相助、风雨同舟的深厚情谊。这份
厚重恩情，三亚人民将永远铭记、感
恩于心。盛勇军表示，三亚期待与
省直机关各单位不断加强合作，携
手共进，在未来的工作中，弘扬抗疫
精神，积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亚欢送省直机关支援三亚抗疫青年志愿服务队返程

“感谢最关键时刻
给予三亚的有力援助和支持”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海
哲）近日，记者从三亚交警了解到，因三
亚鹿岭路应急防汛抢险项目建设需要，
9月 19日至 10月 9日，鹿岭路鹿回头景
区路段（即渔村路四巷至鹿影路路段）
全幅封闭占道施工，禁止通行。前往半
山半岛、鹿回头景区方向和前往主城区

方向的市民，需从南边海路绕行。
三亚交警提示：请广大市民提前规

划好出行路线，避开该施工路段，严格
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和交警指挥有
序通行。上述施工交通管制路段，待施
工作业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后，交
通管制措施自动解除。

9月19日至10月9日禁止通行

鹿岭路鹿回头景区路段封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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