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战“疫”合力 筑牢防疫屏障
各行各业把防疫工作放在首位，为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五一”假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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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是旅客出行的高峰，在交通运输领域，珠海在核酸检
测之外，还新增了抗原检测措施，“双保险”提高排查的速度和
精度。市交通运输局疫情防控办副主任卢青告诉记者，在城
轨站、机场等“两站一场一港口”重点区域，“五一”假期珠海对
行程卡带“*”号旅客增加了抗原检测。抗原检测只需15分钟
左右就能出结果，通过与落地核酸检测相结合，大大节约旅客
的时间还能提高筛查效率。这种两项检测同时进行的“双保
险”举措近期刚刚推广，就广受相关受检人员认可。

除此之外，珠海加强了客运大巴的防疫服务工作。据了
解，与客运班车进站下客不同，跨省、跨市包车无固定下客站
点，存在一定的疫情防控风险。市交通运输局及时采取措施，
实施客运大巴“定点检查”，在各检疫便民服务点加强对客运
包车宣传引导，将跨省、跨市客运包车引导进入指定客运站，
使得所有旅客都可以在客运站做一次核酸检测。在检测完成
前，客运包车不得中途下客。该局统计数据显示，4月27日至
5月4日，通过执法人员对珠海大道、迎宾路、九洲大道、人民
路等主干道，以及各个热门旅游景点的周边开展执法巡查，珠
海查处了20宗涉及互联网违规包车（大客车）经营案件。在
查处过程中，执法人员均现场向司乘人员强调珠海的疫情防
控要求，引导司乘人员到指定站点完成核酸检测。

道路是物资流动的命脉。珠海在交通运输领域坚持“既
要防控疫情，也要保通保畅”。遍布全市各出入通道的检疫便
民服务点，各单位抽调的人员24小时轮班为各类司乘人员提
供核酸检测等服务。“深夜工作人员也在岗，因为货车司机可
能随时需要我们的帮助。”卢青告诉记者，服务好物流货运车
辆司机是各服务点的工作重点。“五一”假期，珠海在高速公路
服务区也设置了核酸采样点，就是为了帮助货车司机在停车
休息时完成核酸检测，以免因核酸结果有效期超时而耽误物
资运送。这也是珠海用心用情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体
现。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措施，紧盯重点地区来（返）珠人员排
查不放松，紧盯航空、陆路、水运口岸和人物同防“四个方向”，
珠海在交通运输领域采取的多项行动获得了旅客、司乘的理
解支持，各方形成合力，坚决阻断疫情输入风险。

既要防控疫情，也要保通保畅

靠前贴心服务，确保假期疫情防控零
风险

“我刚上岸时还不太清楚珠海的疫情防控
政策，一出码头就看到有志愿者在引导，真的很
贴心！”从深圳蛇口来桂山岛度假的游客李先生
对记者表示。

不仅如此，码头出口处附近的旅游服务志
愿者还为游客提供疫情防控指引和旅游地图，
让游客各项疑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据悉，桂
山全镇“五一”期间累计提供了超过4000人次
咨询服务。

行走在假期中的桂山镇，不仅仅只有游客
咨询服务靠前候客，实打实的便民措施也搬到
了旅客和居民身边。根据香洲港、蛇口港航班
通航情况，桂山镇还适当延长当日的核酸采样
时间，尽可能满足登岛旅客的核酸检测需求。

“五一”期间，桂山镇通过多项措施保障无
输入病例、无突发事件、无投诉举报，落实海岛
旅游和疫情防控“双统筹、两手抓”，用守好一方

疫情防线的决心、信心，让旅客在岛上过得舒
心、安心。

志愿服务在一线，守好旅客服务“三道
关”

作为鹤洲一体化区域内的区属国企，万投
公司节前组织了一支由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组
成的队伍奋战在万山海岛游旅客服务一线。

假期第一天的上午，该公司党总支委员率
队来到了香洲港客运站的“第一关”。在新岗位
上，志愿者迅速进入角色，与一线防疫人员共同
做好进站测温、扫码、戴口罩等各项防疫检查工
作，并向旅客解释当前最新的防疫管理措施，争
取旅客的理解和支持。

兼顾严谨与耐心的岗位，还有设置在机动
服务岗和候船服务岗的两道关卡。协助核酸样
品转运、信息核对、帮扶老人，每项工作志愿者
都在全流程跟进；配合旅客身份查验、维持现场
秩序、确保登船安全，每个环节都需要志愿者全
身心投入。在香洲港客运站迎来了旅客人流量

的小高峰时段，志愿者常常“一站就是半天”。
五天假期，万投公司通过把好党员志愿服

务“三道关”，为区域内交通运输通畅、疫情防控
到位贡献着青年力量。

“防控不流于形式 服务不做表面功
夫”

“回顾今年‘五一’全区各景点的服务情况，
可以说做到了疫情防控不流于形式，旅游服务
不做表面功夫。”鹤洲新区筹备组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项来之不易的工作成果，是全区上下在

“双统筹”共同发力的效果。
记者从上述负责人处获悉，针对当前严峻

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鹤洲新区筹备组制定了
一系列防控措施，并督促落实落细。

严格把好码头上岛关排在了所有防控工作
之首。在落实上岛游客信息核查工作的要求
下，近期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以及行程码带

“*”号的游客都不允许上岛，全区也相应加强了
重点地区人员的排查工作。另外，“五一”假期

各镇加派了工作人员到码头维持秩序，并在出
港通道配合港务公司做好查验工作，确保登
（离）岛旅客的健康码、行程码没有异常。

同时，各镇对登岛旅客提出了“落地24小时
核酸”要求，并要求住宿酒店严格按照以上标准
办理旅客登记入住手续。为配合此项措施落实
到位，鹤洲一体化区域还在香洲港码头、各海岛
设置免费便民核酸采样点，为游客上岛旅游提
供就近服务。

此外，假期期间公共场所内的防疫消杀和
信息登记工作也在防控工作之列，确保“测温、
扫码、戴口罩”和“一客一用一消毒”均得到有效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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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
者兴。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珠海各行各业因时因势因情优
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面对假
期人员流动的挑战，以及随时
可能发生变化的疫情形势，如
何时刻保持谨慎与敏锐，一手
抓战“疫”，一手抓发展？如何
“以快制快”防控疫情？这既考
验执行效率，也考验协同效
率。而最关键的，是全体市民
与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凝聚起
的强大合力。

开展校园疫情防控演练、
优化个人自主申报系统、24小
时在岗服务司乘……本报记者
深入各行各业，记录一个个“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
细节。

“五一”假期是传统旅游旺季，鹤洲一体化区域内的各个海岛人气重现。不少旅客趁着夏日暖阳
正好，登岛一览海天之间的宜人风光。据统计，“五一”假期，鹤洲一体化区域共接待游客1.54万人
次，包含过夜游客1.2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960万元。

与此同时，严抓疫情防控是另一项节假日期间的重要工作。上至鹤洲新区筹备组值班负责人，
下至区属国企志愿者，鹤洲一体化区域内区镇各部门高度重视、前移关口，筑牢疫情防控每道防线，
全力守护登岛旅客及岛内居民度过祥和安全的假日。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周 鹤

鹤洲一体化区域全力聚焦“双统筹”保障工作

确保旅游旺季疫情防控不松懈

桂山镇上的核酸采样便民点。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五一”假
期，我市抓好来（返）珠人员自主申报工作，
关注国内特别是上海、广州等地市疫情发
展态势，每日持续更新涉疫地区名单，同时
还优化“健康珠海”个人自主申报系统，自
主申报信息第一时间推送至各区。4月30
日零时至5月4日23时，总申报数 129263
条，处理客服热线咨询 219 条、留言反馈
257条。

我市制定下发《珠海市各类人群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工作指引（2022年第1版）》，明确
各类人群场景下核酸检测“采、送、检、报”要
求，指引基层规范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五一”
假期全市增加核酸采样点，平均每天设立核
酸采样点 219个，其中，社会便民核酸采样
点132个、交通站场落地核酸采样点16个、
医疗机构采样点43个（含17个黄码人员采
样点）、高速公路出入口采样点16个、高速公
路服务区2个。“五一”假期，全市核酸采样检
测日均达到68万人次，覆盖风险岗位人员、
重点场所重点岗位人员、一线服务行业人员、
交通站场来（返）珠人员、师生及居民等，结果
均为阴性。

除此之外，珠海紧盯集中隔离场所管
理。全市已储备集中隔离场所57家16075
间房，遇突发情况时在24小时、48小时、72
小时内分别可启用 10875 间、12096 间、
16075间。“五一”假期，全市各接种点轮值
排班，每天每个区至少有两个接种点提供
接种服务。截至5月4日 24时，我市累计
接种 287.39万人次，完成全程接种人员共
271.29万人。

219个核酸采样点
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交通

为了确保“五一”假期返校后师生安全，进一步筑牢校园疫
情防控屏障，科学有序做好返校复课工作，连日来，珠海教育系
统紧紧围绕“节前周密部署，节中毫不放松，节后安全返校”三
个环节进行重点部署。

“节前，我们迅速优化相关措施，将省、市最新防疫要求传
达到每所高校、中小学的全体师生和家长，同时加强督导检查，
落细落实防控措施。”市教育局局长习恩民介绍，“五一”假期期
间，除正常在岗值班外，校园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进一步提升响
应级别，全力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各区、各直属学校、各在
珠高校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
度，确保一有情况，可以及时响应、稳妥处置。

记者了解到，全市各学校开展了校园疫情防控演练活动，
以此增强师生疫情防控意识。“五一”前一周，市教育局重点针
对学校应急演练、第三针疫苗接种及“五一”节前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工作，对10所高校和20所直属学校开展交叉督导检
查，通过督导检查发现了一批防疫细节上的漏洞和问题，及时
督促学校进行了整改。

假期期间，市教育局进一步强化督导检查力度，落实每日
调度。与此同时，各高校的核酸检测仍正常进行，4月30日至
5月4日，每日对在珠高校进行10%以上预警分布式核酸筛查，
所有结果均为阴性。

不断变化的疫情挡住了学生们回家、旅行的步伐，我市各
校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校园活动，让同学们在学校度过一个温
暖而有意义的假期。四子棋接力、1分钟投篮比赛、“真人扫
雷”……假期期间，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第二届校园体育节上，
趣味体育项目的赛场上欢笑连连；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开展

“忆峥嵘党史，传优秀文化”主题文化游园会，20多项文艺表演
和互动体验活动让学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接受文化熏陶；珠海
市实验中学在确保防疫、安全“双到位”的前提下组织新疆班的
学生外出游玩，让同学们在珠海度过愉快的假期。

据悉，节后市教育系统仍将严把校门关、核酸检测关、校园
清洁关和应急处置关“四关”，继续于5月5日、5月7日组织在
珠高校共进行两轮全员核酸检测，各中小学校每天按照20%的
比例开展分布式核酸检测。

落实落细措施，守护师生安全
无论是航站楼旅客到达区，还是航展馆转运点的核酸

采样区……珠海机场处处可见珠海公安干警坚守的身影
和鲜红的旗帜。为持续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珠海机场公安
成立了“蓝天抗疫突击队”，他们全副武装，用不停歇的脚
步守护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航展馆8号馆作为中高风险
旅客核酸采样点，机场公安增派警力，全天候驻扎航展馆
维持秩序。

珠海机场的防疫安保力量，是珠海公安疫情防控部署
的其中一块拼图。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市公安局共
投入2万多人次警力开展节日安保工作。全市公安机关以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方位压实工作责任，全
面加强值班值守，筑牢疫情防控、风险隐患、公共安全、治
安秩序“四道防线”。

针对“五一”假期人流量大的特点，市公安局紧盯省内
外疫情形势，严格按照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和
要求，做到思想再紧绷、力度再加大，统筹抓好涉疫风险人
员排查工作，坚决推进“专班力量不减弱、涉疫风险排查核
查工作不断档、落地追踪再升级”三大行动，坚决落实好“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具体而言，“五一”期间，市公安
局各级涉疫排查工作专班全员在岗，持续开展24小时值班
值守，实行合成作战、协同作战，推动高效运作。4月30日
至5月4日16时，外省中高风险地区来（返）珠人员落地核
查进度实现100%，省内外市专项任务核查实现100%。根
据三大通信运营商提供的数据，珠海公安机关逐一联系全
力排查。为进一步强化社区“三人小组”社区排查工作，在
以往的落地研判基础上，市公安局增加了社区民警和派出
所合成作战两级研判，形成高效快速的落地五级研判机制，
进一步提高了人员信息核查力度和准度。“五一”前夕，市公
安局多次组织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对中高风险地区来
珠返珠核查工作进行反复强调部署，特别是针对重点地区，
加密加频每日定期通报，协助各区加大技术排查力度。

下一步，市公安局将继续严格按照市新冠肺炎防控指
挥部部署和要求，全力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措施，严防
疫情输入传播。

站好“节日岗”，守好“防疫关”
“五一”期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与各部门

加强合作，全力做好文化旅游市场及住宿业疫情防
控工作。通过强化信息沟通反馈，每天第一时间及
时传达国家、省、市最新防控要求，提醒关注中高风
险地区最新名单，并按要求落实相关防控措施。每
天收集信息，做好数据分析和上报；加强日常督导检
查，督促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紧跟全国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及重点地区来（返）珠人员，加强对入住酒
店人员落地核酸检查落实，坚持每日一匹配、一排
查、一汇总，确保不漏一人；景区及文化场所按照“限
量、预约、错峰”总体要求，持续抓好扫码、测温、戴口
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督促景区严格落实接待
量不超过核定人数的75%，所有外市（中山市坦洲
镇、三乡镇除外）来（返）珠人员进入景区，须通过“珠
海健康申报”完成申报，并主动落实“3天2检”；各文
化娱乐场所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入场
顾客须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接待健康码
黄码、红码和行程卡带“*”号人员。

据统计，“五一”期间，我市共接待游客54.84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93亿元，日均游客量和旅游
收入分别为10.97万人次和0.59亿元，比清明假期日
均增长254%和340%。今年以来，持续下滑的旅游
市场开始呈现逐步复苏态势。其中，A级旅游景区、
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景区）共接待游客137632人
次，比2021年同期（443736人次）下降69%。全市景
区日均接待游客 27526 人次，比 4 月份日均接待
2604人次增长957%，比清明假期日均接待9246人
次增长198%，日均接待量达到今年以来的小高峰，
市场迎来小复苏。

我市文化旅游市场虽然出现复苏，但尚未恢复到
去年同期水平。接下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
将加强节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执法检查，强化分级
分类信用管理，加强督导培训，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

加强执法检查，严控景区人数

校园 机场 旅游

“五一”假期，公安民警在机场执勤。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全力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执法
人员对客运大巴“定点
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