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区、超市、
菜市场、酒店等公共场所，拒不配合管理人员劝
导佩戴口罩，拒不配合健康信息核查和身份登
记规定。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同时，引起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

行为：封控、封闭小区的居民拒不配合封控
管理，违反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规定，擅自外
出、聚集的。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
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
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的，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疫情防控普法微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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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省司法厅 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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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布6例疫情期间
网上违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马珂）8月22日，我省
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新闻发布会（第五十
七场）。会上，海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海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英诚公布6例疫情
期间网上违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

●案例一 海口网民郑某、赵某沙散布涉疫情谣言案
8月19日，海口市网民郑某、赵某沙在网上散布“海

口国贸仙乐花园有确诊病例”谣言信息，扰乱疫情防控秩
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核实，公安机关依法对郑某予
以行政拘留十日；对赵某沙予以批评教育。

●案例二 东方市网民符某祥、杨某瑾抹黑疫情防控措施案
8月18日，符某祥在抖音平台散布“八所镇十所村

静态管理中黑幕”等谣言信息，杨某瑾在微信朋友圈散布
“小岭村确诊家属还可外出放牛”等谣言信息，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经核实，公安机关依法对符某祥、杨某瑾予以
批评教育处理。

●案例三 海口市网民倪某东散布涉疫情谣言案
8月15日，倪某东在微信群散布“海甸岛明后天封

闭”谣言信息，扰乱疫情防控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核实，公安机关依法对倪某东予以行政拘留七日。

●案例四 儋州市网民李某丽散布涉疫情谣言案
8月15日，李某丽在抖音平台散布“妹妹全家被隔离在

海花岛时小孩发烧过敏无人管”等虚假信息，引发网民大量
关注转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
核实，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丽予以行政拘留十五日。

●案例五 海口市网民黎某散布涉疫情谣言案
8月12日，黎某在网络上散布“海口琼山区某检测

区做核酸发黄金吊牌”等不实信息。经核实，公安机关依
法对黎某批评教育，市场监管机关依法予以罚款五百元。

●案例六 部分市（县）网民散布违法违规信息案
8月8日，东方市网民邓某散布“东方市感城社区某

队人员检查出阳性”等谣言，临高县网民王某、保亭县网
民郑某在网上发布“多死点”“死完好”等不良言论，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经核实，公安机关依法对邓某、王某、郑
某等予以批评教育处理。

此外，省网信办、省公安厅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查
处了海口市网民张某散布涉疫情谣言案、三亚市网民周
某散布涉疫情谣言案、陵水县某单位干部杨某散布涉疫
情谣言案、海口市网民李某某散布涉疫情谣言案等一批
涉疫网上违法违规案件。

创建无疫社区、无疫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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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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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迎春

“请问前六轮的全员核酸采样，您
是否都有参与？”“今天的采样点设置在
桃源小区，您记得及时前往完成核酸检
测。”8月22日早上7时许，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保城镇长乐居小区，18组

“敲门扫楼”小分队正逐户上门动员居
民参与当天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

爬楼、敲门、问询、登记，接下来的
一个多小时内，小分队队员一直在重
复着这套流程。“这里是保亭规模较大
的商住两用‘候鸟’小区，人员构成和
流动情况较复杂，行动不便或身体抱
恙的老人也比较多。”小分队队员、该
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万翔介绍。当
天，有一户的两位老人由于血压较高，

不方便前往采样点，万翔在了解情况
后，立即联系医护人员做好上门采样
检测工作，并登记了老人的相关需求。

敲开的是家门，关闭的是风险。
作为本轮疫情当中的“无疫市县”，为
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小落细落实，8月
16日，保亭迅速行动，动员1199名党
员干部、志愿者，按照“定人、定岗、定
区域”的方式深入各小区开展“扫楼
敲门”行动，重点排查未参加核酸检
测人员，现场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前往
做好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不重
不漏”。

“通过县里大数据比对，精准发现
南林乡南林村什丁村民小组村民李某
川在本轮疫情中仅做过一次核酸检
测。”8月15日，在接到查询结果后，

网格员郭万博和谭运辉第一时间上门
核查。在往后的保亭全域核酸检测
中，网格员主动上门提醒督促，保证该
村民做到“应检尽检”。

为科学精准防控疫情，充分保障
保亭全域核酸检测实现“应检尽检”，
提升全县全域核酸检测工作效能，保
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联合
中国电信技术人员运用核酸检测平台
的数据，对保亭开展5轮全员核酸检
测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会从中提取出仅完成两次
及两次以下的核酸检测人员信息，交
由网格人员二次上门提醒督促。”保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有关负
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举可扎实
高效地推动基层一线核酸检测漏检查

询工作，为全县打赢智慧战“疫”提供
强有力的大数据支撑。

除了做好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之
外，守好县界交通关口就是守牢疫情
防控“出入口”，坚守“无疫”阵地的关
键。为此，保亭建立科学高效的工作
运行体系，根据人流车流量实际情况，
科学优化设置省、县、乡道对外接壤卡
口25个，规划车辆待检路线，提高卡
口检测和排查效率。

据悉，连日来，保亭县公安局、县
交通局、各乡镇合理调配值班值守人
员，按照“1+2+N”的模式配齐人员，
即一名带班领导、2名乡镇干部、N名
公安民警及镇村志愿者，确保每天轮
班24小时值守卡口。

（本报保城8月22日电）

保亭扎实做好域内核酸检测工作，守牢疫情防控“出入口”

当好“无疫阵地”守门人

■ 见习记者 苏杰德 通讯员 林小丹

“我忘记带预约码了，也没带身份证，准备回家取。”
近日，屯昌县新兴镇下屯村开展全员核酸采样，72岁的钱
益香还没采样就往外走。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克予立即上前询问，得知情况后，马
上叫来两名村干部，将老人的信息调取出来，再次预约核酸采
样。这样，老人不用再多跑一趟。

“跑在问题前面，凡事都有预案”。在李克予看来，要
想让群众少跑一趟，村干部就要多想几步。

在乡村，要充分动员群众参与核酸检测，做到不漏一人
并不容易。为此，下屯村提前一天入户通知村民，当天在全
村播放广播。而且，各自然村的小组长还会清点各自小组的
人数，来一个人，在纸上勾选一笔，整个过程做到清清楚楚。

信息录入环节做不好，可能导致全村采样滞后。下
屯村安排11名村民小组长，摸排村里12岁以下和60岁
以上的人口数量，提前将这些人的核酸检测预约码打印，
再分发到他们手中。这样，就能解决信息录入环节可能
会出现的网络不顺畅、没有健康码等问题。

如何让群众有秩序地排队做核酸，这不是一个小问
题。全员核酸检测前，李克予就跑到核酸检测场地，思考
如何“排兵布阵”。最后，他选择将核酸检测现场分为内
外两个场地，安排专人分别负责。内场检测完毕，再放外
场的人进去。这样一来，外面群众分批等候，里面的人不
拥挤。检测完成后，立即疏导村民撤离。

每次全员核酸检测，经常可以看到李克予身着“党员先
锋队”的马甲在人群中穿梭，盯着两个场地的村民排队情况，
不时拿着大喇叭叫喊，维持秩序。

自本轮疫情以来，下屯村迅速行动，动员双联双扶单
位、热心村民、社会志愿者等59人参与到疫情防控中。
此外，该村还通过广播、展板等方式开展防疫政策宣讲，
组织人员布控村口卡点，上门做好企业员工以及特殊人
群的核酸采样，确保疫情防控工作高效开展。在全村人
的共同努力下，下屯村的每轮核酸检测都能高效有序进
行。 （本报屯城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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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宁玥 通讯员 尹婉妮 胡淇玮

“请大家提前打开健康码，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
离，排队做核酸。”在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潮
村的每一轮核酸采样中，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月兰化身“秩序疏导员”，引导群众完成核酸采样。此
外，她还要带领医护人员跑遍该村下辖的11个村民小
组，协助完成50多名老人的核酸采集。由于各村民小
组之间较为分散，且多为山路，他们每次清晨出发，半夜
才回到家。

组织完成核酸检测，是潮村做好疫情防控的主要任
务之一。像王月兰一样，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和志愿
者们纷纷化身“信息录入员”“数据核查员”，“连轴转”，筑
起潮村战疫堡垒。

本轮疫情以来，为巩固“无疫村”的成果，该村将工作
重心放在“外防输入”上，率先组织人员摸排了全村382
户1400余人，完成外来人员的重点排查。随后，各村民
小组负责人每天上门检查外来人员居家隔离情况，并为
居家隔离的村民购置生活物资。

“近期，我们村有3个村民外出就医，返乡时，由村‘两
委’干部与病患及其家属全程对接，将他们从村口送至家
中，并协调完成消杀防护、服务保障，带领医护人员上门
为其进行核酸采样。”王月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各村民
小组组长还要做好村民心理疏导工作，防止大家对返乡
村民产生抵触情绪。

“妻子在海口的医院生产，8月16日出院返村，想到
村干部不仅在村口接应我们，在隔离的7天中，还给妻子
和孩子送上肉菜蛋奶，我们夫妻都很感动。”潮村村民王
复冰说。

琼中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本轮疫情以
来，琼中要求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两委”
干部团结协作，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疫情防控一线，
配合开展核酸采样、信息录入、政策宣传、防疫物资调度
等多项工作，为巩固无疫村组、无疫社区贡献力量。

（本报营根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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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画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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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美兰机场候机厅，工作人员为旅客

提供目的地防疫政策咨询服务。本报记者 张杰 摄
8月22日，美兰机场T1出发厅外，志愿者为滞

留旅客提供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本报记者 张杰 摄

8月21日，在海口新海港，来自广东徐闻的志
愿者邓樊坚守防疫一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8月21日，在海口新航港，来自广东徐闻的医护
人员为旅客采集核酸样本。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儋州一号方舱医院
两天出院超700人

本报那大8月22日电（记者林书喜）继8月21日有
409名患者出院后，8月22日儋州一号方舱医院再出院
300人。两天时间，儋州一号方舱医院出院人数超过
700人。

儋州一号舱医院自 8 月 10 日启用，由广东（广
州）援琼医疗队整建制接管，首例治愈病例于8月 19
日出院。

8月22日下午5点时，儋州二号方舱医院也迎来第
二批出院的患者。本次出院的患者有41人，其中儋州
本地患者16名，三亚等外地患者25名，年龄最小的9
岁，最大的61岁。截至目前，儋州二号方舱医院累计出
院49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