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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8 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

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介绍，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

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京不要求

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记者在会上获悉，根据北京

现行疫情防控政策，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当地

人员暂不允许进京，待其所在县

（市、区、旗）全域转为低风险地

区后，适时放开。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 （市、区、

旗）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需要

进京的，持登机登车前 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实施

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及

满 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重

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兰表

示，将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

道疫情防控工作，铁路部门将在

进站时，对所有进（返）京旅客实

行 100%测温、查验“北京健康

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车，

未安装“北京健康宝”的，现场下

载并查验赋码状态；在列车上，加

强验证验票；在列车进京前，对所

有进（返）京旅客查验“北京健康

宝”；在列车抵京后，对所有出站

旅客实行 100%测温。

新华社南京 8 月 8 日电

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 8 日

发布通报，当地有核酸检测点出现

交叉感染，多名干部因疫情防控不

力被问责。此前，广陵区湾头镇财

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强（已因严

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并停职）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病例，并已造成 23 人

感染的严重后果。

通报称，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在对王强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

行复检的过程中，邗江区有关方面

在隔离管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

防控措施不实不细，造成疫情扩

散。邗江区监委对此立案调查后，

分别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区卫健

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流调隔离组副组长蒋蔚，区

疾控中心主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采样检测组副组长黄友政务警告

处分。市监委责令邗江区政府分管

卫生防疫工作的副区长、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副总指挥丁明哲作出检

查，并对其通报批评。

7月 29日，广陵区湾头镇联合

村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现场组

织混乱，导致在该检测点与王强密

切接触的多名人员被感染，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广陵区纪委监委对此

立案审查调查后，对负有责任的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了问责追

究，其中：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党

总支书记梁文祥，作为核酸检测点

第一责任人，负有直接责任，给予

其党内警告处分；湾头镇党委委

员、人武部长王磊作为挂包领导，

未按要求规范组织、管理检测现

场，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其党内警

告处分；湾头镇副镇长孙超作为分

管领导，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其政务警告

处分；区疾控中心主任、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采样检测组副组长吴宏

祥，指导督促不力，负有直接责任，

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市纪委监委

责令广陵区委副书记、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副总指挥李斌作出检查，并

对其通报批评。

通报要求，扬州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要进一步强化危机意

识、紧迫意识，全面紧起来、严起来、

快起来、实起来，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奋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全

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

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

案例聚焦当前疫情防控中的突出

问题和难点，是从前期发布的 14

批典型案例中选取的 5 起，充实

法院经审判后作出的判决结果后

予以发布。

该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两个

罪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包括：河北

省内丘县梁某某、任某军、任某辉

等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湖北省

嘉鱼县尹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

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

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四川省南

充市孙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辽宁省鞍山市赵某某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信息案。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

明表示，之所以选择这样 5起典型

案例，主要是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中出现多发性违法犯罪的实际

情况。此次跟踪回顾的典型案例中，

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得到司法审

判的确认，对所涉违法犯罪依法给

予了刑事处罚，取得了良好效果。

苗生明表示，在当前严峻的

防控疫情形势下，依然还有极少

数人明知政府从严防治的要求，

无视疫情传播严重形势，继续以

侥幸心理甚至无视法治，我行我

素，违反限制流动、居家隔离、如

实报告等防控措施，造成疫情传

播严重后果或者传播严重风险，

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破坏。在此

期间，对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典

型案例进行跟踪回顾，是希望广

大人民群众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有清醒的认识，对疫情防控措施

有正确的理解，服从国家疫情防

控大局，群策群力，严格守法，服

从管理，携手战胜疫情，保障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 8 日从北京市文物局获

悉，根据中央及北京市防控要求，

北京地区博物馆日前全面提升疫

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限量”“预

约”等举措，防止人员扎堆聚集。

据介绍，故宫博物院每日接待

人数下调至常规接待量的 6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每日参

观限流人数从 6000 人下调为

3000 人。香山革命纪念馆将每日

参观人数从 3000 人调整到 1800

人。北大红楼每日参观人数从

2000 人调至 1200 人。

除了限制接待人数，一些博物

馆暂停团体预约、人工讲解。北京

市古代钱币展览馆自 8 月 3 日起

暂停团体预约及人工讲解，禁止团

体及个人私自组织聚集活动和讲

解。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暂不接待

团队预约参观及各类团队游学活

动，自 7月 31 日起暂停人工讲解

服务。

据新华社报道 8 日下

午，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全员核酸检测结果：8月 3日，

武汉市统一部署启动全员核

酸检测，截至目前，累计检测

1128.58 万人，除外地离校大

学生和六岁以下儿童外，基本

实现全部覆盖。通过这次全员

核酸检测，除在隔离管控人员

中发现的病例外，又从已封闭

管控的小区筛查出 9 例阳性

病例，已全部转入定点医院隔

离救治。

疫情防控不力，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

1人感染23人，扬州多名干部被问责

无视疫情传播严重形势，违反居家隔离等防控措施

最高检跟踪发布
5起涉疫犯罪典型案例

 [关注疫情防控]

北京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

进（返）京旅客 100%测温
健康宝非绿码将劝阻登车

故宫等北京地区博物馆
全面提升疫情防控措施

武汉迎战“德尔塔”

累计检测1128万人
封控小区筛查出 9例阳性

据新华社报道 云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 8月 8 日通

报，8 月 7 日 0 时至 24 时，

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7例。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4 例。确诊病例治

愈出院 14 例（本土 4 例，境

外输入 10例）。

据通报，新增的 7 例本

土确诊病例于 8月 7 日在瑞

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

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

定点医院隔离诊治，诊断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3例，轻型 4例）。

通报指出，新增的 4 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

在缅甸，8月 5日至 6日自陆

路入境，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隔离医学观察，8月 7日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普通型 2例、轻型 2例）。

截至 8月 7 日 24 时，云

南省现有确诊病例 370 例

（本土 57 例，境外输入 313

例）、无症状感染者 26 例

（本土 1 例，境外输入 25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

治疗或医学观察。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

河南省开封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获悉，自 2021 年

8 月 8 日起，开封市将尉氏县

庄头镇前曹村、后曹村、于家

村、文家村、刘家村、孙庄村、

田家村等 7 个地区调整为高

风险地区。除上述 7 个地区

外，将尉氏县庄头镇其他区域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自 2021

年 8月 8日起，对尉氏县全域

执行防控区管理，暂停与外界

人员往来。其他地区风险等级

不变。

河南开封 7个地区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云南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 7例

扬州市近期发生的疫情引发关注，确诊病例快速攀升，中高风险地区不断增

加。 图为扬州市城区，街面上车辆稀少（8 月 4 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