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0时起
儋州那大镇主城区（高中风险区除外）

取消临时性静态管理
6时起有序开放部分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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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时起
琼海有序恢复
餐饮业堂食

今日 7时起
万宁全面恢复
道路客运

叶方案曳明确袁大型超市尧农贸市场尧药店等基
本民生保障场所以及宾馆酒店等有序开放遥 经营
主体达到开放标准后袁签署叶恢复营业承诺书曳袁在
门店显著位置张贴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袁 并报行业
主管部门袁接受监管遥

9月 13日 8:00起袁开放乐卖特超市大勇店尧乐
卖特超市军屯店尧 乐卖特超市万凯店尧 百佳汇超
市尧广百家超市尧宜之客超市尧邻里超市尧西联超市
等 8家大型超市遥 暂不开放海鲜尧活禽尧冻品经营遥
渊营业时间院8:00-22:00冤

9月 13日 6:00起袁开放 18家农贸市场袁包括
那恁油棕农贸市场尧 先锋农贸市场尧 东兴农贸市
场尧尖岭农贸市场尧万福农贸市场尧红旗农贸市场尧
东风便民市场尧东风社区市场疏导点尧大同便民市
场尧军屯农贸市场尧那恁集贸市场尧六合渊乐民冤农
贸市场尧西海岸渊佳华冤便民市场尧丰华农贸市场尧
云月便民市场尧 西联南珠农贸市场尧 北吉便民市
场尧洛基农贸市场等遥 农贸市场以米尧面尧粮尧油尧
菜尧蛋为主袁暂不经营海鲜尧活禽尧冻品遥

9月 13日 8:00起袁 有序开放那大镇主城区范

围内渊泰安苑小区和亚澜湾小区除外冤便利店尧药
店尧理发店尧餐饮店和单位食堂渊仅提供到店自取
和外卖送餐冤等基本民生保障场所以及宾馆酒店遥

暂不开放棋牌室尧麻将馆尧茶馆 尧网吧尧酒
吧尧影院尧健身房尧KTV 等人员密集尧空间密闭
场所袁暂不开放洗浴足浴尧桑拿按摩尧美容院尧台
球厅尧口腔诊所等经营性场所曰暂不恢复经营性
旅游活动遥

叶方案曳要求袁各经营主体要全面落实消杀责
任袁在各类场所消杀到位袁消除隐患后营业遥
做好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袁 恢复市场正常

经营运行袁加强市场监管袁保证社会秩序和商品价
格稳定袁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尧囤积居奇等行为遥

根据叶方案曳袁9月 13日起袁党政机关尧事业单
位尧 国有企业以及涉及民生保障经营单位有序恢
复正常工作秩序袁 参加防控工作的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人员有序返岗曰 倡导其他各类企业从 9月 14
日起有序复工袁具体按各自复工计划执行遥 复工人
员要做到工作生活野两点一线冶遥 有序开展复学工
作曰有序恢复农业生产和各类项目建设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黄桂风冤 9月 12日袁儋州
市那大镇制定 叶儋州市那大镇复工复产复市工作实施方案曳(以下
简称叶方案曳)遥 叶方案曳提出袁9月 13日 0时起袁取消那大镇主城区
渊高中风险区除外冤临时性静态管理遥

叶方案曳要求袁9月 11日 0时起袁取消那大镇主
城区外围的村渊居尧农场冤临时性静态管理袁按分类
分区有序放开的原则袁 有序组织农业生产和区内
活动遥

9月 13日 0时起袁取消那大镇主城区渊高中风
险区除外冤临时性静态管理袁低风险区实行人员有
序流动尧各类相关场所有序开放渊高风险区继续按
照野足不出户尧上门服务冶尧中风险区继续按照野人
不出区尧错峰取物冶的原则管理冤遥

无高中风险区后袁 那大镇实施常态化疫情防
控袁取消相关管控措施遥

具体措施方面袁叶方案曳要求袁解除交通管控袁
有序放开人流遥 9月 13日起袁倡导居民绿色出行遥

无高中风险区后袁那大镇有序恢复公共交通尧出租
车尧网络车等运行遥 9月 13日 0时起袁那大镇主城
区低风险区渊泰安苑小区和亚澜湾小区除外冤人员
可有序流动曰9月 15日 0时起袁亚澜湾小区人员可
有序流动曰9月 17日 0时起袁泰安苑小区人员可有
序流动遥

叶方案曳倡导居民一户一人尧错峰出行遥 各类场
所出入口要严格查验健康码尧核酸阴性证明袁进行
体温测量袁扫地点码遥 倡导居民减少跨区域流动遥
各社区渊小区冤尧村尧居尧农场认真守好野小门冶袁加强
流动人员监测遥 倡导居民减少出入那大镇主城区遥
确需出入的袁按规定向社区渊村尧居冤报备袁抵达后
自觉落实相应疫情防控措施遥

无高中风险区后 那大镇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
闻记者 吴英艳冤 9月 12日袁海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
布叶关于做好省内滞留三亚尧儋州人员

有序返程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知曳冤遥
当前袁 海南省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袁各市县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遥 为高
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袁
叶通知曳就滞留在三亚市尧儋州市的省内人员
有序返程工作提出六点要求遥

一尧各县市要牢固树立野全省一盘棋冶思
想袁高度重视滞留三亚市尧儋州市的省内人
员返程工作遥

二尧对三亚市尧儋州市近 7天仅有低风
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渊包括需返校的学生冤袁返
程前 3天 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渊两次采样
时间间隔大于 24小时冤尧 健康码绿码的袁允
许野点对点冶闭环返程遥返程后进行 3天居家
健康监测袁3天 2次核酸检测 渊两次采样时
间间隔大于 24 小时冤遥

三尧三亚市尧儋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要认真审核把关袁 提前 1天将拟返程人
员尧车辆信息通报目的地市县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袁按推送名单放行遥
四尧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暂

不返程袁按照属地社区防控要求做好防控遥
五尧离岛游客尧支援人员等执行我省现

有防控要求遥
六尧 其他市县实行常态化防控措施袁可

正常出行遥

@省内滞留三亚尧儋州人员 返程前请注意这六点浴

这些人员允许“点对点”闭环返程

进出各村（居）卡口
须凭 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三亚市
海棠区

有序开放部分经营场所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
记者 王春棠冤 9月 12日袁 琼海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发布通告袁 决定于 9月 13日 8时
开始有序恢复餐饮业堂食遥
通告要求袁 各餐饮服务单位尧餐

饮个体户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袁做好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袁对 7
天内有高尧中风险地区返回琼海的从
业人员严禁返岗袁对低风险返回琼海
的从业人员实行野三天两检冶均为阴
性方可上岗袁对无风险地区的从业人
员持 48小时核酸检测为阴性证明方
可上岗遥

在恢复堂食前须对所有风险点
位进行排查袁排除安全隐患袁对经营
场所尧餐具进行彻底清洁消毒遥 在餐
饮店出入口设置测温岗袁 张贴地点
码尧行程码袁在收银台尧取餐台处设置
野一米线冶遥

通告称袁开业后要严格落实扫码
测温尧查验地点码及行程码袁按最大载
客量 70%严格控制人流密度尧 进店人
数要与餐位数相匹配袁不得造成点餐尧
等餐尧等位等人员聚集遥 按用餐人数分
区域设置大桌小桌袁标准大桌原则上不
超过 7人袁4人小桌原则上不超过 2
人曰快餐店提倡打包或实行一人一桌遥

消费者要做好个人防护袁 保持
野一米线冶袁科学佩戴口罩袁积极配合
餐厅工作人员做好体温检测尧查验海
南健康码 渊绿码冤尧72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餐厅遥 提倡分
餐袁使用公勺公筷袁文明用餐袁杜绝餐
饮浪费遥

通告指出袁 如发现餐饮服务单
位尧餐饮个体户不严格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的袁一律责令停业整顿袁因工作
不力导致疫情发生的袁依法依规严厉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黄晓霞冤 9月 12日袁 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获悉袁截至目前袁三亚市海
棠区已连续 8天社会面高质量清零袁

疫情形势持续向好遥经海棠区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袁 人员凭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尧 扫地点
码尧测温通行各村渊居冤卡口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
记者 王春棠冤 9月 12日袁 万宁市交
通运输局发布通告袁 决定自 9月 13
日 7时起全面恢复万宁市道路客运遥
通告称袁 全面恢复城市公交尧城

乡公交尧农村班线尧巡游出租尧网约出
租客运遥 全面恢复市渊县冤际班线客

运袁 恢复的线路由相关运输企业尧汽
车客运站及时向社会公布遥

乘车旅客需为无中高风险区旅
居史人员袁体温尧健康码尧行程码尧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无异常遥

万宁将根据各市县疫情防控相
关政策适时调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