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6 日，黑龙江省委成立了赴哈尔滨疫情防控指导组，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永康担

任组长。

17 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下发通报，对哈尔滨市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 18 名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追责问责，其中包括：哈尔滨市副市长；市二院院长、副院长、医务科

长；哈医大一院副院长、医务处处长等。

追责问责的同时，哈尔滨开始急寻 4月 2日至 9日曾与确诊病例有过交集的人员。 根

据通告，陈某住院期间，在相关地点出现过的人员均考虑为密切接触者，虽然目前已经找

到其中大部分，但还有少部分没有联系到。 通告指出，相关人员应主动与当地疾控机构联

系，进行免费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按相关防控措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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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20 年 4 月 27 日—4 月 30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

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两

城

区

域

4月 28日

10:00—22:00

10千伏桥铁线 501#环网柜 012开关 -503#

环网柜 011开关

二桥路、三桥路、黔春路部分区域，澳龙房开

4月 29日

10:00—22:00

10千伏瑞西线 04#环网柜 001开关

黔春路部分区域，瑞西 6栋变、瑞西二栋箱变

4月 30日

10:00—22:00

10千伏瑞矿线 01#环网柜 002开关

北京路部分区域，铁五局Ⅰ、天华宅

4月 28日

10:00—20:00

10千伏马油线 6186 号环网开关至 3199 柱上开

关区段

松山路部分区域：智慧龙城小区、智诚房开、智诚

松山物管、交管局松山路变等

4月 29日

10:00—22:00

10千伏滨转线 0011号环网开关前段 中山南路部分区域：市政工程路灯管理所变等

4月 27日

10:00—21:00

10千伏二碧线 2015号开关后段

石龙马鞍、石龙白岩、利发节能环保、石龙围坡、

石龙茶山、石龙翁召、石龙关山基站、偏坡、石龙

关山、石龙村民委员会关山组、石龙村民委员会

马鞍组、石龙干坝、铁五局西南环线铁路工程指

挥部施工变、石龙笔架移动基站、石龙笔架

4月 28日

10:00—19:00

10千伏孟水线 6231号开关至 703号开关之间

供销社、孟关孟花路、孟关菜场、花溪恒产置业、孟

关生态特色安置房商业变

4月 29日

10:00—20:00

10千伏中修线 002号开关至天骅酒店环网柜 1

号 011号开关之间

铁五房开青龙市场、兴隆花园 4号、兴隆花园碧

波居、兴隆花园 1 号、兴隆花园 5 号、兴隆花园

配电房

花

溪

区

域

小

河

区

域

观

山

湖

区

域

4月 27日

09:30—20:30

110千伏金关变 10 千伏金啤线 008 断路器至 10

千伏金啤线啤九支线 213号开关至 10千伏金马

线 -10千伏金啤线 000号刀闸至 10千伏桥啤 -

金啤 0210联络开关

神宇房开、马王木材市场、源森房开、三桥综合

批发市场、金鸭十一组等

4月 27日

10:00—22:00

1、 断开 10千伏岩楼线 61#杆 5032开关、 拉开

5032 甲刀闸；2、 断开 10 千伏岩学 II 回 62# 杆

5022开关、拉开 5022甲、乙刀闸；3、断开 10千伏

岩学 I回 #59杆 5062开关、 拉开 10 千伏岩学 I

回 #59杆 5062开关甲、乙刀闸。 4、断开 10 千伏

紫龙 II 回贵阳南环高速桥下开关箱备用 002 开

关；4、 断开 10 千伏紫燕线青岩二关分支 7# 杆

411 开关、拉开 10 千伏紫燕线青岩二关分支 7#

杆 411 开关甲、乙刀闸；5、断开 10 千伏紫龙 I 回

大坝开关箱大坝 002开关；6、断开 10千伏紫龙 I

回大坝开关箱大坝 003开关

青岩镇石头寨、三四六厂、二关片区

双

龙

区

域

4月 28日

07:30—18:30

10千伏龙化线

清凉院、机场路灯、市政设施服务中心小碧立交

桥三角花园景观、东站路安置房、公路集团东站

路、东站路黑垭口隧道、贵阳市水利交通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收费站）、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市政设施

服务中心马鞍山路灯、 贵州团结仁智贸易有限

公司

4月 29日

07:30—20:30

10千伏谷孟线、10千伏谷贵线

中铁贵州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省贵龙城

市经济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旅游安置区、

龙里县贵龙幼儿园、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黔南

州分公司、贵州贵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

中典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上各关新村、谷远下各

关、贵州贵龙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县集泰

环保有限公司、 贵州南地浩展置业有限公司、下

各关、 黔南德龙碧桂园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移动公司谷脚基站、联通上各关基站

4月 28日

07:30—18:30

10千伏笋云线

武警医院、大地房开、龙岭包装厂、贵州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武警贵阳指挥学校

迁坟公告

清镇市产业新城南部产业园（陕西建设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系清镇市重点建设

项目，因项目建设需要，现需对红线范围内的坟

墓进行迁移， 该项目位于坪寨村与新发村交界

处散坡脚及母猪塘一带范围。 要求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对以上红线范围的坟墓进行搬迁，迁

坟补助标准按照清府发〔2017〕22 号文件执行。

逾期不迁的，将按无主坟进行处理。 请红线区内

坟主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

吴道兴：13885061656（新发村支书）

李 军：13310408577（坪寨村村主任）

刘道航：18984112929（卫城镇经发办主任）

熊燕军：18786621832（卫城镇经发办工作人员）

清镇市卫城镇人民政府

2020年 4 月 20 日

迁坟公告

根据黔府用地涵[2017]84 号文件批准，板

桥综合开发项目 H-2C 地块急需启动建设，

地块位于桐木岭村田园南路西侧， 东抵花溪

26°，西至松柏山水库大沟，南与翁岗河毗邻，

北至板桥水库，总用地面积 339.46 亩。 请坟冢

位于该地块区域内的坟冢家属，于登报之日起

至 2020 年 5 月 10 日，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等

相关资料速至桐木岭村委会办理迁坟手续，逾

期未迁的坟冢，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卢明雄 18984591152、

韦世坤 13765004605

花溪区清溪街道办事处

贵阳田园城市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4 月 21 日

漏洞一：

境外归国人员居家隔离

2月 23 日以来，哈尔滨市连续

45 天未有本土新增确诊病例，54

岁的郭某明于 4 月 9 日被确诊，打

破了这一纪录。

4 月 7 日， 郭某明在其女朋友

王某苓的陪同下，到哈尔滨市第二

医院（以下简称“市二院” ）发热

门诊就诊，当时他体温 37.5℃并伴

有咳嗽等症状，肺部

CT

显示纵隔

内有多个淋巴结影，双肺可见多发

片状磨玻璃密度影及网格影，边界

模糊，双侧胸膜肥厚，遂被收至该

院隔离病房。

4月 8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疾控中心分别对郭某明进行核酸

检测，结果均呈阳性，血清抗体检

测 IgM、IgG 结果均呈阴性，省疾控

中心进行万孚总抗体检测，结果呈

阳性，经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

病例， 被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 次日，郭某明被确诊。

和他有密切接触的女朋友王

某苓，王的女儿曹某、曹某的男朋

友李某，均于 4 月 9 日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4 月 10 日，

又发现 1 例确诊病例陈某，为郭某

明的密切接触者。

4 月 11 日晚， 哈尔滨市召开

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了感染溯源

情况：

曹某与韩某为楼上楼下邻居，

韩某于 3 月 19 日从美国抵哈，居

家隔离观察。 期间，双方共同居住

生活在此。 韩某 3 月 31 日核酸检

测为阴性，抗体检测 IgM、IgG 均为

阴性，4 月 3 日核酸检测为阴性，遂

解除居家隔离。 郭某明发病确诊

后， 我们进行溯源分析时发现，曹

某与韩某存在感染可能， 所以，我

们又于 4 月 10 日和 11 日，再次对

韩某进行了两次抗体检测， 其中，

IgM 均为阴性，IgG 均为阳性，为新

冠肺炎既往感染者。 （《新冠肺炎

第七版诊疗方案》：IgM 抗体阳性

表示近期感染，IgG 抗体阳性表示

感染时间较长或既往感染。 ）经现

场模拟调查分析，韩某与曹某共同

生活在一个可能污染的环境，具备

传染条件。

如果韩某晚一天入境，情况可

能就有所不同。 因为 3 月 20 日之

后，哈尔滨市对所有境外和国内高

风险地区入（返）哈人员一律实行

集中隔离 14 天。事实上，国内多地

在 3 月下旬都调整了入境人员的

隔离政策， 比如上海要求自 3 月

28 日零时起， 对所有入境来沪人

员一律实施为期 14 天的集中隔离

健康观察。

4月 13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就依法防控境外疫情输入举行

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监

察专员王斌介绍，

近期新增境外输

入病例有的入境

当天就被发现和

诊断，但主要是在

入境后集中隔离

观察期间发病，比

例在 70

%

以上。

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曾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解释为什么不主张境外人员居

家隔离：新冠肺炎潜伏后期已有传

染性，如果入境人员在家庭中进行

隔离， 和家庭成员有生活接触，当

出现症状时传播已经发生。 如果集

中隔离，就可以规避这种现象。

漏洞二：多人聚餐

3月 29 日，郭某明及女朋友王

某苓与 87 岁的陈某及其两个儿子

一同用餐。 在郭某确诊之后，同桌

吃饭的陈某及两个儿子先后确诊。

陈某的两个女儿没有参加这次聚

餐，但也在后来被确诊。

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

光教授认为， 在这次病毒扩散中，

气溶胶传播应该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 他提醒大家要有危机感，继续

保持戴口罩、洗手、少聚会，特别是

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在室内活动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曾光教授同时指出，没有必要

因此而慌乱，现在哈尔滨的疫情还

是小规模的， 而且已经发现苗头，

迅速控制住是大概率事件。

漏洞三：

医院未能识别出新冠患者

陈某在后来成为一个“超级传

播者” ，和他相关的感染者超过 40

人，主要原因是他因为脑卒中先后

到哈尔滨市二院和哈医大一院治

疗，两家医院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陈某感染新冠，后来便发生了病区

患者、陪护人员以及医护人员的大

面积院内感染。

根据黑龙江省卫健委通报的

确诊病例轨迹，4 月 2 日 15 时许，

陈某在儿子的陪同下，乘私家车到

市二院就诊 （二人均佩戴口罩），

截至 6 日 10 时， 在脑卒中科住院

（所在病房只收治他一人）。

“陈某入院前，我们都按照相

关的规定对其进行了检查，并未发

现异常，才收治入院的，根据我们

的了解，陈某之前并未表现出相关

症状。 ” 在《健康时报》的报道中，

市二院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陈某到市二院时没有发烧症

状， 所以也没有引起医院的重视。

加上他住的是普通病房，防护等级

较低， 导致了 6 位护士被感染，其

中 3人确诊、3人无症状。

4 月 6 日 10 时许，陈某因发热

由 120 急救车转送至哈医大一院

呼吸内科。 随后的两天，陈某均在

哈医大一院呼吸内科住院。 4 月 9

日，转至哈医大一院发热门诊隔离

病房。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检测咽拭

子标本，结果为阳性。4月 10日，经

专家组会诊，陈某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当日 20 时许，由 120 急救车转

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据了解，目

前陈某情况比较严重。

哈医大一院是一家大型综合性

三甲医院， 根据复旦大学的医院排

行榜，该院在哈尔滨排名前三。当地

一位医生向八点健闻介绍， 此前国

内疫情高峰时， 哈医大一院也派出

了一部分人到武汉援助。 而在哈尔

滨当地传染病医院对于重症患者医

治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哈医大一院

还接收了省内的重症患者。 “医院

都‘爆棚’ 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形成了管理上的漏洞和疏忽。 ”

“陈某到哈医大一院后，去了

发热门诊，但没有被隔离。 也不知

道他到了呼吸科病房，为什么还没

有隔离。 ” 这位医生表示疑惑。

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

谢云龙分析了哈尔滨发生院内交

叉感染的原因， 主要有四个方面：

部分医院的个别医务人员防控工

作不到位；对于病房内相关流动人

员管控不彻底；医院内部传染病防

控流程和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个

别医院的领导对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视程度不到位。 本报综合

1传 54，病毒扩散，1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哈尔滨防控漏洞 为全国敲响警钟

4月 19日，黑龙江再次报告新增 6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哈尔滨新增 4例。

至此，哈尔滨同一个传播链上的感染人数已经增加至 55人。包括 36例确诊病例、18例无症状感染者和 1例既往感染者，

被感染者包括护士 6名、医生 1名、13岁学生 1名、教师 1名。

而且，这一传播链上，集齐了境外输入、家庭聚集性传播、医院交叉感染和跨省传播多种类型。

4月 17日，哈尔滨包括一位副市长在内的 1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哈尔滨这一传播链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漏洞，也为全国疫情防控敲响了新的警钟。

随着境外输入疫情在近期形成一波小

高峰后，国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也有所反弹。

国内新增病例数在 3 月上旬降至个

位数，此后一个月时间内，很多天通报的

都是本土零新增。但到了 4月 12日，新增

病例升至 10 例，黑龙江 7 例、广东 3 例，

黑龙江的 7 例相互关联，并涉及社区传播

和医院内感染。

此后，除了 4 月 13 日和 18 日，国内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都不低于 10 例。 前后

几天中， 哈尔滨数十个病例都彼此相关。

随着确诊病例轨迹的公开，基本描摹出这

样的传播路径：

3 月 19 日，22 岁的留美学生韩某回

到哈尔滨，被要求实行 14 天的居家隔离，

期间传染了楼下不相识的邻居，具体传播

途径尚不明确； 该邻居传染至家庭成员；

其家庭成员在外出聚餐时， 又传染多人；

参与聚餐的一位 87 岁感染者陈某成为这

个链条中的“超级传播者” ，其在脑卒中

就医过程中， 在没有特殊隔离的情况下，

传染了先后就诊的两家医院多位医护人

员，以及病区病友。

这次传播还出了省。 4月 16日，辽宁

抚顺 1 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证实与

哈尔滨确诊病例有交集，交集点为陈某就

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以

下简称“哈医大一院” ）。

至 4月 19日，综合各地卫健委官方通

报信息可知，这个传播链条共涉及 55人。

回顾整个传染链，可以发现多个防控

漏洞，一个个漏洞“环环相扣” ，病毒传播

就变得难以控制。

“1传 54” 是怎么发生的？

三大漏洞 导致病毒传播

18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