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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
钱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
下多赚四五千”，面对严峻复杂的疫
情防控形势，就地过年成了今年过节
的一种选择。

“理解当前疫情防控难处，就地
过年也是为了老家父母亲朋的平安。”
29岁的湖南人王京选择在北京过年，
这将是他首个在外地度过的春节。

据记者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有超
25个省份倡导“就地过年”，和王京一
样，很多人响应了政府的倡议。据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新介绍，今年春运节前车票的预

售较往年同期下降近六成，预计全国
铁路春运客流将下调至2.96亿人次。

就地过年背后是为了疫情防控，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付出与贡献，值得
珍视。为此，各地各部门也拿出了实
招，让留下来的人们感受到“年味”。

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确保节日
期间商场超市运营正常，物流设施运
行正常，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开工正
常，多措并举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和价格总体平稳；

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部分地市
提出鼓励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
改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化旅游活动等

措施，企业正纷纷积极响应；
疾控中心将通过流调为市民营

造安全活动空间……
在保障好就地过年之外，部分地

区也正在细化措施方案，全力帮助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安心、
舒心过好年。

有关专家表示，要保障好春节期
间坚守者尤其是涉及卫生防疫的特
殊群体的生活，对这些默默付出的凡
人英雄，应提早安排，把各项服务保
障工作做实做细，让他们在岗位上过
一个温暖的春节。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林某是此次疫情传播的关键节
点，他曾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
邦养生馆和通化市源升品质生活坊
授课，引发了群体性感染，导致吉林
省 3市 102人感染，分布在公主岭
市、通化市、松原市。

1传102是如何发生的？传播链
条是怎样的？

——1月5日，林某从黑龙江南
岔乘 K350 次列车抵达哈尔滨西
站，与1月 11日 0至 8时吉林省卫

健委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1和2同
车厢。

——1月7日，林某从黑龙江双
城堡乘Z174次列车抵达长春站，约
15时从黄河路客运站乘客车到公主
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邦养生馆授课，
1月8日约11时从公主岭市范家屯
镇乘客车返回长春站，乘坐K1383次
列车返回黑龙江双城堡。

——1月9日，林某从哈尔滨西
站乘D124次列车至长春站，随后乘

坐地铁1号线到达长春市高速客运
站，于12时35分乘客车从长春市到
通化市。1月10日至11日在源升品
质生活坊进行培训授课，感染参与者
及关联人员82人。

除此之外，根据通化市的通报，
链条中的1例无症状感染者曾于1月
10日中午，在新站万事兴酒店一楼
大厅参加满月酒宴。对于传播链条
是否因此继续扩展，目前官方还没有
进一步的消息。

春节返乡要不要隔离
就地过年有没有保障

聚焦疫情防控

临近春节，国内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
常态化疫情防控压力较大。那么，今年春节返乡是否需要隔离？回家
路上要注意什么？就地过年有没有保障？

劳作一年后，春节返乡与家人
团聚是很多人的心愿。但眼下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的返乡
政策也各不相同。

记者梳理多地政策发现，中高
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乡，多需要集
中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低风险地
区人员春节返乡，多需要报备且持
健康码绿码。

北京、天津、沈阳、合肥、武汉
等多地明确，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春
节返乡，需要集中隔离并且进行核
酸检测。比如，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前往北京，需要集中隔离14天并且
进行核酸检测；前往合肥，需要集
中隔离14天、进行2次核酸检测；
前往武汉，需要集中隔离14天，并
进行2次核酸和1次抗体检测。

针对低风险地区人员春节返
乡，全国各地也提出了明确防疫要
求。北京要求，低风险地区人员需

在“京心相助”小程序或App上进
行个人信息登记，与所在社区和单
位提前联系；武汉要求，低风险地
区返汉人员，需持7天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体温正常且持健康码绿
码和通信行程卡；上海、南京、贵
阳、昆明等地明确，只需持有健康
码绿码、体温正常就可通行。

“要把疫情防控放在今年春运
工作的首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连维良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春
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说。

记者采访有关专家表示，为做
好春运疫情防控工作，输出地和输
入地相关部门应提前建立好畅通
的联系沟通渠道，并做好应急预
案。此外，要让防疫措施更有温
度，比如采取多种渠道，方便老乡
们知晓在哪儿做、怎么做核酸检
测，以及发烧咳嗽时去哪儿看病
等，让大家过个好年。

春节返乡需要隔离并做核酸检测吗？

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的第一个春运。“回家路安全顺畅吗”

“个人应该注意些什么”一时间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交
通运输部门将积极配合人社、文化和旅
游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聚焦客流行前
引导和管控，加强运输组织，科学调配
运力，切实推动做好削峰控量工作。

“增加客运场站及交通运输工具
消毒通风频次，落实飞机、列车、长途

客车、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通运输
工具实名购票、对号入座，严格执行
测温、戴口罩、‘一米线’等防护措
施。”刘小明说。

此外，针对一些地区防疫健康码
不互认、降低人员通行效率，并有可
能因扫码查验造成人员聚集的问题，
今年春运期间健康码将全国互认。

回家路上如果出现突发疫情，引
起交通管控、客流突变时，该怎么办？
刘小明表示，各地将围绕运输组织、安

全应急、防控措施、客流研判等，提前
制定应急预案，并切实加强应急运力、
保障队伍和防疫物资储备，确保运力
安全可靠、防疫物资正常运转。

从各地的防疫政策看，认真进行
体温监测、全程佩戴口罩是回家路上
个人防护“标配”。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建议，在
春节期间少聚集，没有特殊情况尽量
不要安排外出旅游，坚持戴口罩、勤
洗手、勤通风，不能像国庆一样流动。

？？
回家路安全顺畅吗？

吉林疫情现1传102！

养生课堂缘何成“超级传播场”？

记者调查发现，“超级传播”疫情
涉及两家养生馆。其中，通化市源升
品质生活坊企业经营范围为：保健食
品零售、预包装食品、家用电器、日用
品零售。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
邦养生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登记名为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娟
子中老年养生会馆，成立日期为
2019年6月17日，经营范围为：保健
食品零售以及土特产、日用品、理疗
仪器的销售。

原本应输送健康的养生馆，为何
在此次疫情中扮演了“超级传播场”
角色？

在通化市东昌区东苑小区附近，
一个挂着绿色牌匾的老旧居民楼一
楼单元房，就是“超级传播场”源升品
质生活坊。据知情者透露，培训时，不
足100平方米的房间同时容纳30-
40人，且仅有少部分人佩戴了口罩。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
办公室主任赵庆龙介绍，林某被发现
时处于感染早期，排毒能力较强，在
通化市对其生活环境采集的21个标
本中，检出16个位点阳性，阳性率非
常高。

“被感染人员同在密闭空间，长
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环境中，且

中老年人居多，自身有基础性疾病，
免疫功能较差，所以极易被感染。”赵
庆龙说。

多位疫情防控人员提出，影剧
院、KTV、餐馆、酒店等人员聚集场
所在明处，容易监管，但诸如养生、保
险、理财等培训场地，往往处于暗处，
门脸隐蔽，有的就藏身于居民楼，很
难监管。其中养生馆数量众多，大量
老年群体常聚集听讲座、购买保健
品、领取礼品。由于前段时间疫情趋
于平稳，曾经被清理严控的此类活动
于是“卷土重来”。

（据新华社长春1月17日电）

1传102是如何发生的？

养生课堂缘何成“超级传播场”？

截至1月17日14时，由吉林省卫健委1月13日通
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林某引发的传播链条再次延长，感
染者增至102人。102人中有10例确诊病例，其中7
例为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例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包括林某本人。这些感染者多为60岁以上老
人，其中七八十岁的也有数十位。

1传102的“超级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为何被感
染者多为老人？暴露出哪些防控漏洞？“新华视点”记
者进行了追踪。

沈阳塔湾及明廉地区重点管控区域内的中风险地区已全部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从17日起，上述重点管控区域解除封闭并撤销相应管控措施。图为1月17日早晨，
工作人员对驶出原管控区域的车辆进行消杀。 新华社发

沈阳重点管控区域
解除封闭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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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好就地过年？C

新华视点

近期，各地陆续发布或动态调整
了返乡政策，在强调“非必要不返乡”
的同时，细化了对个人在返乡后的行
为要求，如返回后第一时间向所在村
部或社区报备，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
的人员要实行“14+7”集中隔离观察，
期间做2到3次核酸检测。但与此同
时，返乡路途中的防疫“短板”却并未
获得足够重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离春运
还有十余天，不少人员已在近期选择
返乡。

一些家在城郊、乡村或邻省的人
往往会选择乘坐价格相对低廉的客运
汽车。还有一种返乡方式是在非官方
的拼车组织里发布消息，与素不相识
的几个人共同乘坐一辆私家车回乡。
均摊后，每个人所需支付的车钱并不
高，而且还能直接送到家门口，这种方
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些返乡选择虽然便捷，但路途中
却存防疫短板，增加了产生局部聚集性
疫情的风险。一些城市的客运汽车站
和城乡巴士不用身份登记，也不用经过
测温，可以直接交钱上车。这就意味
着，万一当中出现感染病例，防疫人员
将很难及时锁定其同行者，并追溯他们
的行动轨迹。如果说正规营运车辆还
有一定的消毒措施作为保障，这些来来回回的私家
车更是留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还有一些返乡人员没有形成对自己、对他人
负责任的意识。在乘坐火车、公交、地铁时随意摘
口罩对话或者串车厢的、为了蒙混过关使用假健
康码的、回乡后不第一时间报备还随意走动的，这
些行为都不利于当前的疫情防控。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各地积累
了不少科学、精准防疫的经验，已经处于有准备的
状态。但眼前又一次在考验这道防线是否坚固。
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避免松懈与大意，为了过
个平安年，进一步织密疫情防控网已经刻不容缓。

各地在加大对返乡人员宣传正确的返乡知识
之外，需要抓紧顺着返乡路摸清各个环节中可能
出现的防疫“短板”，及时采取规范或限制措施，斩
断由此可能引发的疫情传播链条。
（新华社合肥1月17日电 记者 汪奥娜 陈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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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台：

第三方机构涉嫌谎报
核酸检测结果
公司业务代表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新华社石家庄1月17日电 记者从河北省邢
台市政府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了
解到，承担隆尧县第二轮核酸检测任务的济南华
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涉嫌谎报检测结果。隆尧县
新增2例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

2021年1月12日-1月13日，隆尧县进行第
二轮全员核算检测，因检测能力有限，委托第三方
机构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检测314987
人。1月14日零时20分，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
公司业务代表翟某某向隆尧县卫健部门反馈，结
果全部为阴性。按照第三方提供的检测结果，隆
尧县上报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1月16日9时49分，隆尧县卫健部门接到济
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业务代表翟某某的反
馈，送检核酸样本中有一管1：10的混检样本呈阳
性。翟某某解释称，1月14日零时20分向隆尧县
反馈检测结果时，尚有少量样本未完成检测。经
查证，未检测的样本于1月15日15时检测完毕，
结果发现一管样本呈阳性。

针对这一情况，隆尧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
该采样管所涉及的10名人员全部重新采集样本，
进行单人单管核酸双检，做血清抗体和胸部ct检
查，并立即对涉及的烟草公司家属院进行封闭管
理。该家属院共有19户58人。同时，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截至1月17日14时，在这10名人员中共发
现3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其中两个普通型，一
个无症状。根据流调结果，已对所有密接者和次
密接者进行集中隔离。从18日开始，隆尧县将进
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
公司业务代表翟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邢台市已紧急安排对全市其他
各县区第三方检测机构和检测情况进行核查，其
他县市区均没有发现问题。

1月 17日，河北省邢台市抽调1690名医务
人员奔赴南宫，协助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采样、检
测工作。图为医务人员在河北省邢台南宫市翰墨
儒林小区核酸检测采样点采样。 新华社发

河北南宫
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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