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起省内各市县来（返）
海口查验工作有调整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王辉冤
9月 12日袁 海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告袁根据我省疫情防控形势动态变化情况袁经综
合研判袁自 9 月 13 日零时起袁对省内各市县来
渊返冤海口尧从海口离岛人员查验工作进行调整遥
根据通告袁7日内有三亚尧儋州 2个市县旅居

史人员暂不进入海口遥
其他市县渊暂不包括三亚尧儋州冤无中高风险

区旅居史人员袁在查验卡口经查验体温尧身份证
明尧健康码尧行程码尧核酸 3天 2检渊间隔 24小时
以上冤阴性证明无异常后袁可进入海口遥

近期驻琼及省直有关单位派往市县支援防控

工作的干部尧志愿者和有关企业支持方舱建设工作
人员返回海口的袁由派出机构或属地疫情防控指挥
部将人员车辆信息至少提前 1天通报海口防控指
挥部后袁按省指挥部有关规定执行遥

因危急重症等需紧急就医的情况袁做好登记
予以放行遥

通告指出袁 从海口离岛人员查验工作方面袁
三亚尧儋州人员仍执行现行离岛政策遥

其他市县渊暂不包括三亚尧儋州冤无中高风险
地区旅居史人员袁凭 48小时内 1次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从海口机场尧港口尧码头尧火车站离岛遥

后续有关政策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适时调整遥

12 日 14 时袁 记者来到海口
海榆大道鸿洲埃德瑞卡口遥该卡
口主路段设立了三条通道检查
进入海口市区的车辆遥 此外袁还
在非机动车道设立了一条应急
通道袁用以保障客运班车以及在
海口市乡镇尧机场等行政区域内
通行前往主城区的车辆渊车身贴
标冤免检通行遥

每条通道均有两名工作人
员进行一对一的细致检查袁检查
内容为健康码尧行程码尧核酸阴
性证明等遥

卡口工作人员表示院野进入
海口市区的市民在通过卡口时袁

可提前截屏健康码尧 行程卡尧核
酸信息袁 以减少现场的查验时
间遥 我们现场检查发现袁有部分
市民冒用他人信息袁企图蒙混过
关遥 我们除了要细致检查每位
司乘人员的信息外 袁还要确定
对方是否投机取巧 袁使用他人
的截图信息通过检查遥 待确认
信息无误后方可放行袁若有不符
合进入海口市内的车辆袁一律进
行劝返遥 冶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袁在卡口

前方约 50 米处已经设置了地点
码袁司乘人员可提前扫码袁待到卡
口出示即可快速通行遥

优化卡口查验流程后，车辆通行情况如何？商报记者探访海口多处道路卡口

提前截屏健康码等信息，一分钟可以放行一车
姻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许文玉 邱惠颖 张艺 柯育超 实习记者 孙鑫 文/图

受入城卡口防疫查验影响袁车辆滞留通行困难遥从 9月 12日开始袁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结
合防疫政策进一步优化卡口查验流程遥 中秋假期最后一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分别前往龙昆
南互通尧海文高速尧224国道狮子岭互通尧海榆大道鸿洲埃德瑞卡口袁了解车辆通行情况遥

龙昆南互通卡口：
车辆符合通行条件才予以放行

9月 12日下午袁 龙昆南互通
卡口处袁 多位交警及工作人员头
顶烈日检查入城车辆遥 记者注意
到袁 在高速路入口处沿途每 100
米便设置一块提示牌和龙昆南互
通的地点码遥根据相关规定袁卡口
前置地点码袁 入城车辆人员提前
扫描地点码袁将个人健康码尧行程
卡尧核酸信息提前截屏袁在卡口直
接出示即可快速通过遥

记者看到袁 高速入口处被警
戒线分为三车道遥 据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袁 靠右车道是其他市县入
城车辆袁中间车道是免检车道袁靠
左车道则为劝返车道遥 野不符合要

求的车辆袁不让入城袁让它拐弯直
接上高速遥 冶工作人员说袁客运班
车以及在海口乡镇尧 机场等行政
区域内通行前往主城区的车辆
渊车身贴标冤走应急通道袁免检遥

当天 15 时袁 现场车流量不
大袁 入城车辆的司机有序排队通
过卡口袁按规定出示健康码尧行程
卡和核酸信息袁待检查通过后袁便
可获得通行证野贴贴冶遥

在交警检查过程中袁 一位来
自澄迈的货车司机袁 因核酸信息
不符合要求袁 被领到关卡处做抗
原试剂检测遥 此外袁还有来自儋州
的货车被劝返遥

224国道狮子岭互通卡口：
正常情况下一分钟可检查放行一车

当天 15时袁 记者来到 224国道狮子
岭互通南侧袁 这里车辆通行较为畅通袁交
警等工作人员对每一辆进城的车辆及车
内人员一一进行检查袁对符合通行标准的
车辆及人员给予通行凭证后放行袁对不符
合通行条件的车辆及人员袁工作人员则进
行劝返遥

野优化卡口查验流程后比之前通行时
间快了很多袁9日我回家袁 通过这段路时
堵了大概一个小时袁 今天送女朋友去海
口后回来袁通行时间不到 10分钟遥 冶司机
王先生说遥

据了解袁为了保证检查效率尧不漏一
车袁每辆符合通行标准的车辆袁工作人员
都会给予当日野贴贴冶后放行遥

野除了车上有老人尧小孩等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情况外袁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分钟可
检查放行一辆车遥冶海口交警秀英大队王警官
介绍袁野中秋三天假期中袁第一天和最后一天
的车流量比较多遥 我们所有值班人员都会
分段检查袁保证高速路口不拥堵遥 冶

记者注意到袁224国道狮子岭互通南
侧卡口处袁 每一位交警均配有对讲机袁便
于随时沟通遥 同时袁部分交警及工作人员
配有工作手机袁以便及时在相关工作群交
流信息尧及时放行人员入城办事遥 野如果有
危急重症需紧急就医的情况袁我们会登记
患者及陪同人员姓名尧身份证号码尧手机
号码以及前往的医院袁并告知对方如有欺
瞒袁将追究法律责任遥 冶王警官说遥

海文高速桂林洋互通卡口：
有司机排队时试图占用应急车道

野打开行程码浴打开行程码浴快速
通过浴 快速通过浴 冶12日 15时许袁记
者来到海口海文高速路口看到袁20
余名交警沿途分散在海文高速桂林
洋互通卡口处袁对进入海口的车辆驾
驶员及车辆乘客查验健康码尧行程码
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袁符合卡口防疫
要求的车辆袁才能发放标识着当天日
期的车身标遥

在海文高速桂林洋互通卡口沿
途袁记者看到有野提前扫地址码袁截屏
以便检查冶尧野请打开健康码袁 查看核
酸信息冶等大型提示牌遥野入城车辆人
员提前按相关防疫要求扫描地点码袁
将个人健康码尧行程卡尧核酸信息提

前截屏袁 在卡口直接出示快速通过袁
便于减少现场查找健康码尧行程卡产
生的时间延误并加重车辆滞留遥 冶该
卡口一位交警说遥

记者还驾车体验了该卡口车辆
通行速度遥 记者在该卡口等待交警
工作人员查验流程并通行时注意
到袁后方有部分车辆司机在排队等
待时试图占用应急车道尧不按车道
行驶尧插队遥

交警特别提醒袁 在高速路上行
车袁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袁驾驶员
要耐心等待车辆通行袁不要无故占
用应急车道袁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野添堵冶遥

海榆大道鸿洲埃德瑞卡口：
有人冒用他人信息想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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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 6时起袁乐东黎族自
治县各区域不再设立防疫检查点袁
按照规定开展省内外来渊返冤乐东人
员查验工作袁 加强县域内人员流动
管理遥 7天内有疫情所在地市旅居
史人员袁查验 48小时 1次核酸阴性
证明袁进入乐东后主动向社区渊村尧
居冤 报备袁 落实 3天两次核酸检测
渊间隔时间 24小时以上冤曰7天内无
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袁 进入乐东后
主动向所在社区渊村尧居冤报备袁落实
3天一次核酸检测遥

乐东 昌江

9月 10日袁昌江发布关于调整从海口港口码头火车站离岛政
策的通告遥自 9月 10日 12时起袁取消昌江健康管理驿站袁不再执
行从海口港口尧码头尧火车站离岛旅客入驻健康管理驿站袁完成健
康监测后方可离岛的有关规定遥 旅客自 9月 9日 20时起袁 凭 72
小时内 3次渊每天 1检冤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袁提前预约购票后袁可
从海口港口尧码头尧火车站离岛遥

9月 5日袁昌江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遥 7天内
有中高风险区及三亚尧乐东尧儋州 3个市县旅居史的人员暂不进
入昌江曰7天内有海口尧万宁尧陵水尧东方尧澄迈 5个市县旅居史的
人员袁凭连续 48小时 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袁及在入昌江卡口查
验体温正常尧健康码绿码后进入昌江遥 进入昌江后主动向所在村
渊居冤委会报备袁落实核酸检测野三天两检冶及做好个人防护措施遥

9月 10日袁东方发布关于调整来渊返冤人员管控
措施的通告遥7日内有低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进入东
方前袁要第一时间提前向所在社区渊村尧居冤报备袁查
验 48小时内一次核酸阴性证明袁进入东方后要落实
野三天两检冶遥7日内无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进入东方
前袁要第一时间提前向所在社区渊村尧居冤报备袁进入
东方后要落实野三天一检冶遥

9月 6日袁东方调整疫情期间车辆进入辖区卡口
通行时间遥 疫情防控野1+2冶市县保供车辆渊1为三亚曰
2为儋州尧乐东冤需从 G98西线高速八所互通尧G225
国道东方与昌江交界处 渊老马村冤尧S314省道东方与
乐东交界处渊江边乡冤卡口通行进入东方市辖区遥

东方

9月 9日袁 保亭发
布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措
施的通告遥 省内外中高
风险地区和三亚尧 儋州
等 2个市县旅居史人员
暂不进入保亭遥 出院患
者渊含陪护人员冤凭持健
康码绿码尧野医院出院证
明冶 和连续 7天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返回袁 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 3 天袁每
天 1次核酸检测遥

保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