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全国上下一心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但在这非常时期
里，竟有人还罔顾法律规定不配
合防疫工作。面对这些，公关机
关依法“零容忍”，重拳打击涉疫
情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也呼吁
广大市民，如发现有关线索的，
可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

案 例 1
男子拒绝检查执意闯卡被拘

2月 4日 4时，狮山罗村联

星田邓村村口，一名骑车男子

以身份证留在家中为由拒绝配

合登记个人身份信息，也不肯

配合测量体温。现场值守人员

极力劝说，男子依然执意闯行，

过程中导致检查用的体温计摔

坏。

值守人员迅速报警，罗村

派出所接报后，指派沙堤社区

民警中队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

置，并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进

一步审查。

经查，该男子叫程某，据其

交代，当天晚上因为喝了点酒而

冲动闯卡，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的后果。目前，程某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案 例 2

瞒报信息被批评教育
2月8日上午9时许，罗村派

出所接群众报称，狮山罗村一小

区内，有市民隐瞒其从疫情发生

地归来的情况，且没有实行居家

隔离。

接报后，民警联同卫生防

疫部门、社区工作人员迅速来

到该小区，找到相关人员了解

具体情况。

经查，市民汪某 1月 21日

从狮山罗村前往疫情发生地，

并于 1月 25日返回，同行人员

有 6人。回到当地后，面对社

区的核查情况，市民汪某仅谎

称其中仅 4人前往过疫情发生

地，隐瞒了其父母 2人也去过

疫情发生地的情况。且汪某 4
人居家隔离期间，其父母曾多

次外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

不良影响。

警方随即对汪某进行了

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要求汪某

及其家人自行在家做好隔离

措施。

案 例 3

不执行居家隔离
被强制集中隔离

2月9日上午，狮山镇官窑派

出所民警、狮山镇官窑社会管理

处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人

员对从疫情发生地返回的万某及

其家人进行强制集中隔离。

据悉，万某一家从1月18日
从疫情发生地返回狮山镇联表社

区，但一直没有主动报备。得知

他返回狮山的消息后，狮山镇联

表社区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要

求，对其做思想工作，要求其不要

外出，不要串门，实行14天的居

家隔离。但万某在签订居家隔离

承诺书后，不顾社区工作人员的

劝阻，欲离开居住地外出购物。

目前，万某及其家人已被送至

政府指定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

案 例 4

不张贴佩戴口罩告示被罚
2月1日，黄岐派出所民警在

路面开展疫情防控时，发现一店

铺未按规定张贴佩戴口罩告示标

语，店里还有客人未戴口罩，存在

传播风险。民警立即对店铺负责

人张某进行劝导，要求其张贴好

告示标语。

2月2日晚上，民警再次来到

该店，发现店主仍未张贴相关宣

传公告，且默许客人在未佩戴口

罩的情况下消费。民警随即严肃

教育了张某，并现场督促其张贴

好告示标语。

目前，该店负责人张某被公

安机关处以200元的行政罚款。

案 例 5

不配合体温检测被罚
2月2日上午12时，桂城某

花园业主吕某带朋友进入小区，

保安按照规定对出入人员进行登

记并测量体温，并要求非小区住

户不得进入。吕某不服从小区疫

情防控管理，不听从小区保安劝

阻，执意要带朋友进入，并与保安

发生冲突。桂城派出所接到小区

群众举报后，立即前往处置，将吕

某带回调查。

经查，吕某对其违法行为后

悔不已。目前，公安机关对违法

人员吕某处以罚款200元。

2月 3日上午 8时，在桂城

天安数码城工作的关某驾驶车

辆进入天安数码城时，不配合

保安小唐的登记信息工作，并

辱骂对方。后两人发生肢体冲

突，导致小唐倒地受伤（经鉴定

未构成轻微伤）。桂城派出所

接事主小唐报警后，立即派民

警到场处置。

经审查，关某对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对关某

处以罚款200元。

案 例 6

刻意隐瞒行踪被立案侦查
2月7日，里水派出所民警在

排查工作中，发现一男子曾于1月
20日至26日去过疫情发生地，1

月26日返回里水后因身体不适

去过医院就诊，但就诊过程中刻

意隐瞒从疫情发生地回来的行

踪，同时一直未向政府如实说明

有关情况，也不按规定进行自我

居家隔离。

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以涉

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并

被送至政府指定隔离点进行隔

离。

警方提醒

隔离期间外出
将重新计算隔离期

根据南海区疫情防控2号公

告规定，从疫情发生地返回南海

或途经疫情发生地回乡的南海市

民，要在返回南海的第一时间向

本人所在社区、单位（企业）报备，

自行做好行程记录（记录详细到

地点、时间、车次、搭乘的其他通

勤工具、是否有聚餐或聚集情况

等），每日做好自我体温检测，从

抵达南海之日起14天内自我隔

离观察，避免外出。

如果隔离人员没有按规定落

实居家隔离 14天，期间私自外

出，被群众举报属实，派出所将会

对其强行集中隔离；同时，从隔离

人员外出之日起，重新计算隔离

期限。如确诊后导致他人传染

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在这种特殊时期，希望大家

多些理解、多些包容。居家隔离

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

的负责，只有众志成城，才能尽早

打赢这场硬仗。

撰文/整理杨世聪

防控疫情“零容忍”这些行为将被严惩
市民如发现有关线索，请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

在2月8日发布的金华市新冠

肺炎疫情通报里，金华市新增的2
例病例中有1例为先前确诊病例吴

某成的密切接触者，至此，该起聚集

性疫情共涉及8人，其中病例7人，

阳性检出者1人。金华市疾控中心

专家针对该起聚集性疫情的传播案

例进行了分析。

据统计，吴某成聚集性病毒传

播案例中，共造成560余人居家隔

离或集中隔离，目前均尚未脱离医

学观察隔离期，均在严格管控中。

■该案例首例患者吴某成：

与疫情发生地返回的
无症状人员接触被感染

吴某成（74岁），1月16日接

触了无症状的疫情发生地返乡人

员，1月 21日与武汉返乡人员聚

餐，1月22日发病，1月25日发热

住院，1月 29日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

发病前吴某成在村里活动范围

较大，曾经乘坐多辆公交车，与多人

有密切接触。

■该案例第二例患者徐某潮：

与患者短暂交谈被感染
1月22日，吴某成前往徐某潮

（吴某成姐夫，84岁）家中看望，两人

在卧室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时间只有

1分钟。1月25日，徐某潮发病。

疾控专家表示，徐某潮的感染途径有

两种可能：一是两人短暂交谈时飞沫

传播，二是徐某潮在此后接触到了吴

某成在客厅停留时留存在空气、物体

表面等环境中的病毒。

■该案例第三例患者吴某心：

与患者接触、与患者姐夫同
吃同住被感染

1月28日，吴某心（吴某成姐

姐，81岁）发病，2月4日确诊。吴

某心曾在1月22日与吴某成有过

接触，同时与徐某潮（吴某成姐夫，

84岁）共同生活，属于密切接触感

染。

■该案例第四例患者何某光：

与患者同吃同住被感染
1月29日，何某光（吴某成妻

子，67岁）发病，1月31日确诊。何

某光与吴某成两人在日常生活中接

触频繁，属于密切接触感染。

■该案例第五例患者郭某全：

与患者处于同一环境
或接触同一物品被感染

1月30日，郭某全（吴某成住

院期间同层病友的陪护，52岁）发

病，郭某全与吴某成，吴某成女儿、

女婿并无直接接触。

疾控专家表示，1月 25日至

27日期间，郭某全在吴某成住院

的同一楼层陪护住院的家属，期

间多次乘坐电梯、前往护士站等

地。感染可能是由于接触到了

吴某成或吴某成家人（健康带毒

者）在医院护士站接触的物品、

乘电梯时留在电梯间或按钮上

的病毒。

■该案例第六例患者吴某屏：

与患者同吃同住被感染
1月 31日，吴某屏（吴某成

女儿，46岁）标本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2月 4日因出现

肺部炎症转为确诊。吴某屏在 1
月 22日至 25日与吴某成同吃

同住，并在 1月 25日至 27日期

间为住院的吴某成陪护，属于密

切接触感染。

■该案例第七例患者吴某宏：

与患者同吃同住被感染
2月1日，吴某宏（吴某成外孙，

14岁）发病，2月7日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现在东阳市定点医

疗机构隔离治疗。1月27日，吴某

成诊断为疑似病例后，吴某宏就被

集中隔离观察。

吴某宏在1月22日至25日与

吴某成同吃同住，属于密切接触者。

■该案例第八例阳性检出者吴某孝：

与患者同吃同住被感染
1月31日，吴某孝（吴某成女

婿，45岁）标本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至今未发病。吴某

孝在 1月 22日至 25日与吴某成

同吃同住，并在 1月 25日至 27
日期间为吴某成送餐，属于密切

接触感染。

莫疏忽！有人不戴口罩15秒被感染

■狮山罗村市民汪某刻意隐瞒行踪被警示隔离。

据浙江新闻报道，家

住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

双东路小区的一位56岁

的男性2月4日被确诊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

但是让人疑惑的是，

经流行病学调查，该患者

发病前14天内并无疫区

居住及旅行史，也没有野

生动物接触史，另外，与此

前江北区确诊的患者也并

不认识。那他是如何感染

的呢？

后来据了解，该患者

病发前活动轨迹主要在江

北辖区，活动地包括双东

坊菜场、清林闲庭菜场、青

林湾三江超市、天水三江

超市、江北万达倪阿姨餐

厅等场所。

根据江北区公安部门

2月5日公共视频比对发

现，１月23日早上7：47，
该患者在双东坊菜场买菜

时与路人（江北区确诊患

者２：女，61岁，家住文教

街道翠柏西巷，1月19日
应约参加祈福活动）在同

一摊位有过短暂（约 15
秒）的近距离共同驻留，且

两人均未佩戴口罩。

当前形势下，口罩戴还是不戴？估计很多人都能马上给出答
案：戴。但有人却认为戴口罩是小题大做，觉得只是短时间接触就
不需要戴口罩了。以下三个案例当中，均是不足1分钟完成新型冠
状病毒传染，这些短时间传染案例均没有戴口罩。所以，只要外出
均须佩戴口罩，以防万一。

串门交谈1分钟致560人被隔离

买菜仅15秒即被传染

同样据浙江新闻报

道，2月5日0-24时，杭

州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0例，

其中有1对夫妻（丈夫徐某

某、妻子王某某）同时被确

诊。

经流行病学调查，这

对夫妻发病前14天内无

疫区居住及旅行史，未有

野生动物接触史，与之前

确诊患者不相识。徐某某

发病前三天曾经出现在当

地某诊所。

但是根据当地公安

部门 2月 5日公共视频

比对发现，1月 22日 14
时 21分，徐某某从该医

馆的药房门口处进入医

馆，与杨某某（1 月 22
日发病的确诊病例）正

面相遇，当时徐某某在

一楼吧台处取药，杨某

某在外侧吧台处停留，

有过约 50 秒的近距离

共同驻留，期间两人均

未佩戴口罩。 1 月 25
日、1 月 27 日徐某某、

王某某相继发病，2月 5
日确诊。

近距离接触50秒被感染

撰文/整理吴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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