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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情

本报讯 昨日， 贵州省市场监

管局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从严从重从快

查处的第六批典型案例。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

经营户： 在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

件中， 要兼顾社会责任和企业利

益，依法合规诚信经营。

同时正告价格违法者， 疫情防

控期间，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谁

敢坐地起价、牟取不义之财，必遭重

拳打击。同时，呼吁广大消费者积极

参与监督，发现哄抬物价、制售假冒

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 立即通过

12315热线或平台举报。

案例一

2 月 7 日， 贵阳市观山湖区市

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报，对富合便

利店进行检查。

经查， 当事人 1 月 21 日购进

2000 只假冒“飘安” 品牌的口罩，

在贵阳北站附近销售。 当事人涉嫌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据《商标

法》，将依法从严从重对其处罚。

案例二

2月 8 日， 安顺市紫云县市场

监管局对该县圣济堂大药房有限

公司进行检查。 经查，当事人销售

的开泰牌野菊花颗粒已过有效期，

销售的阿莫西林颗粒及氨麻美敏

片两种药品未明码标价。 当事人涉

嫌销售劣药和不按规定明码标价，

依据《药品管理法》《价格法》，将

依法从严从重对其处罚。

案例三

1 月 28 日，黔东南州镇远县市

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报， 对镇远县

青忆酒吧进行检查。

经查，当事人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期间，违反暂时关停规定

继续经营，且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变

更许可登记，未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 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

证明。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食

品安全法》《个体工商户管理条

例》， 已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业执

照的处罚。

案例四

1 月 27 日，六盘水市盘州市市

场监管局对盘州翰林刘毅内科诊

所进行检查。 经查，当事人 1 月 22

日以 5 元 / 只价格购进折叠式防

颗粒物口罩 1000 只，以 15 元 / 只

的价格对外销售，且销售时未明码

标价。当事人涉嫌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和哄抬价格， 依据 《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处罚规定》， 对其

拟处 10 万元罚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疫情防控期间违规经营，这批经营户被从重从快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违法典型案件

本报讯 昨日，贵州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救治工作捷报频传：一

日之内，8名确诊患者陆续出院。 其

中，贵州省将军山医院 6 名、贵州省

人民医院 1 名、 铜仁市人民医院 1

名（为铜仁市治愈出院患者中年龄

最小的一例）。

据悉，贵州省将军山医院共计已

治愈出院 12名患者， 贵州省人民医

院共计治愈出院患者 5名，铜仁市人

民医院共计治愈出院患者 6名。

以上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经过治

疗，症状缓解，肺部影像学显示无异

常， 连续两次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 根据国家卫健委下发的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修订版）

的通知》，经救治专家组讨论，以及

省级专家确认， 一致认为患者已达

临床治愈标准，建议予以出院。

根据治愈出院患者居家隔离

观察要求，患者回家后还须居家继

续隔离观察，医务人员将对他们的

健康状况进行回访指导并提供必

要的帮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陈某某，女，41 岁。 因“头痛、

咽痛 1 周” ，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

就诊于盘州市人民医院。 2020 年

1 月 29 日咽拭子核酸检测阳性。

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因病

情需要 ，2 月 5 日转入将军山医

院。 经治疗，两次复查核酸检测阴

性。 胸部 CT 病灶吸收好转。 2 月

13 日经省级专家组讨论， 一致同

意患者出院。

宋某某， 男，55 岁。 因咳嗽半

月， 发热 9 天。 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就诊平塘县通州镇医院。 1 月 30

日咽试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因病情需

要，2 月 2 日转入将军山医院。经治

疗，两次复查核酸检测阴性，胸部

CT 病灶吸收好转。 经省级专家组

讨论，一致同意患者出院。

何某某，男，27 岁。因胸片发现

肺部病灶 4 天， 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就诊于贵定县人民医院。 2020 年

2 月 4 日核酸检测阳性， 确诊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因病情需要，2 月

4 日转入将军山医院。经治疗，两次

复查核酸检测阴性， 胸部 CT 病灶

吸收好转。 经省级专家组讨论，一

致同意患者出院。

温某某，男，43 岁。 因“胸闷半

月” 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就诊于盘

州市人民医院。 2020 年 1 月 29 日

咽拭子核酸检测阳性。 诊断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 因病情需要，2 月 4

日转入将军山医院。 经治疗，两次

复查核酸检测阴性，胸部 CT 病灶

吸收好转。 经省级专家组讨论，一

致同意患者出院。

翟某，女，39 岁。 因“发热、咳

嗽、咳痰 10天”于 2020年 2 月 1 日

就诊于毕节市第三人民医院。 2020

年 1月 19日核酸检测阳性。 确诊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因病情

需要，2月 5日转入将军山医院。 经

治疗，两次复查核酸检测阴性，胸部

CT病灶吸收好转。经省级专家组讨

论，一致同意患者出院。

陈某， 女，20 岁。 因 “发现

2019nCoV 核 酸 阳 性 3 天 ” 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就诊于大方县

人民医院。 2020 年 2 月 2 日咽拭

子 2019nCoV 核酸监测阳性 ，诊

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因病情需

要， 于 2020 年 2 月 5 日转入将军

山医院。 经治疗，复查两次核酸检

测阴性， 胸部 CT 病灶吸收好转。

经省级专家组讨论， 一致同意患

者出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相关链接

我省8名确诊病例昨治愈出院

其中将军山医院6名、贵州省人民医院1名、铜仁市人民医院1名

将军山医院

出院的6名患者

本报讯 贵州省援助湖北鄂州

市的第二批医疗物资于昨日起运，

这批物资将支援鄂州市抗击疫情，

开展医疗救治。

日前， 中央统筹安排了 19 个

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市以外

的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其中，贵州

省对口支援鄂州市。 贵州高度重

视，省卫生健康委迅速从全省医疗

卫生机构调配医务人员组建援鄂

医疗队， 调动各方力量筹集物资，

集优质资源支援鄂州市。

据悉，筹集的第二批援鄂物资

主要有：心电监护仪、指甲血氧仪、

呼吸机等医疗设备， 医用外科口

罩、N95 口罩、护目镜、体温枪等医

疗物资，75%酒精等 40 多种药品和

生活及工作物资。 所有物资由邮政

部门派出的车辆负责运送，物资运

抵鄂州市，即投用到当地医疗救治

和疫情防控工作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本报讯 “今明几天，要开始全

城大消杀行动……” 昨日，许多贵

阳人的朋友圈都在转发这样一条

“通知” 。 贵阳市公安局昨日辟谣

称，该通知为谣言，望市民勿信。

该“通知”称：按照贵阳市疫情指

挥部紧急会议安排， 今明几天开始全

城大消杀行动，采取雾炮，路面喷洒机

械作业和人工喷雾全方位无死角对主

次干道、背街小巷、广场绿地、居民社

区等进行大消杀。 请大家互相传达，

不要外出或者注意个人外出防护，关

闭门窗户和收纳阳台衣物等物品。

对此，贵阳市公安局出面辟谣，

称以上通知为谣言，望市民勿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慧超）

今明两天

全城大消杀？

谣言!

贵州第二批

援鄂州物资起运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商务

局获悉，截至 2 月 12 日，贵阳市南明

区、白云区、观山湖区、清镇市、修文

县、开阳县、息烽县已设置日常生活

用品定点配送集中投放点 944个。

据介绍， 为更好地实行城乡居民

日常生活用品定点配送工作， 提升配

送效率， 全市由各街道办事处和乡

（镇）统筹，村、居委会或小区物业服

务公司负责， 根据封闭式片区划分情

况， 在片区疫情检查点或片区入口适

当位置设置了外购货品配送集中投放

点，接收快递外卖人员配送的货品，安

排人员负责管理， 由居民自行到接收

点领取货品，实行“无接触式”配送。

记者了解到，目前，观山湖区已

在金华园 A 区、金华园 C 区、美的林

城时代、远大生态等小区设置了日常

生活用品自提点。

“以已开设的自提点为试点，一

方面将联合各大超市不断优化疫情

防控期间自提点的运行管理工作，另

一方面，我们已全面展开全区自提点

选址工作， 并协调人员进行管理，确

保居民订购货物更加畅通和安全。 ”

观山湖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说。

不仅是观山湖区积极落实投放

点设置工作，南明区、白云区等地区

也积极行动，截至 2 月 12 日，全市共

设置了定点投放点 944个。目前，全市

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也尽可能提供便民服务。

“一旦配送员将商品送到，市民可

以选择自主提货，若商品繁多，也可请

社区工作人员帮忙送货上门。 ”修文县

龙岗社区宾阳居委会投放点负责人朱

常洪说。据悉，为方便市民提货，花果园

部分社区还在投放点提供了推车。

整体看来，全市配送品类主要包

括水果、蔬菜、粮油副食、日配、冷藏、

休闲食品、肉品、水产、酒水饮料、日

化用品、个洗清洁、宠物生活、母婴、

家电、纺织等种类。

数据显示：2 月 12 日当天， 全市

10 余家主要的大型超市及电商平台

共计完成线上订单 133229 单， 成交

金额 2501.7 万元， 平均每单 187.78

元，线上销售占比 17.04%。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贵阳设置944个定点配送投放点

日常生活用品实行“无接触式”配送———

抗疫

辟谣

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定点配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