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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卫健委发布疫情最新提示
7月6日以来，与南京市感染病例行程轨迹有交集或有南京市旅居史的市民，须到所在社区报备
本报讯 针对 “南京禄口国际
机场多名工作人员定期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发现阳性结果” 这一情
况，贵州省卫健委发布疫情最新提
示，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 有南京
市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抵黔人员，
需持有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
小组） 批准证明和 72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并立即进行 1 次核
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不得流动。 7
月 6 日以来，与南京市感染病例行
程轨迹有交集，或有南京市旅居史
的市民，须立即主动到所在社区报
备， 按照当地防控部门的要求，接
受社区健康管理、 开展核酸检测、
执行相关防控措施要求。 7 月 6 日
以来，有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经停史
或与南京机场工作人员有接触史
的人员， 须主动到所在社区报备，
并立即开展 1 次核酸检测，结果未
出之前不得流动。
据悉，7 月 20 日， 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多名工作人员定期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发现阳性结果。 经南京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同意， 自 7 月
21 日起，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谢
村社区、白云路社区、石埝村、溧水
区石湫街道九塘行政村毛家圩自然
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为精准做好“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 工作，有效控制和降低新冠
疫情传播风险， 结合近期国内疫情
特点及南京市最新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 省卫健委发布我省最新疫情防
控提示，具体内容如下：
一、 请广大群众持续关注南京
市疫情发展变化、 当地中高风险地
区调整情况及相关感染病例行动轨

迹。 7 月 6 日以来，与南京市感染病
例行程轨迹有交集， 或有南京市旅
居史的市民， 须立即主动到所在社
区报备， 按照当地社会防控部门的
要求，接受社区健康管理、开展核酸
检测、执行相关防控措施要求。
二、7 月 6 日以来，有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经停史或与南京机场工作
人员有接触史的人员， 须主动到所
在社区报备， 并立即开展 1 次核酸
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不得流动。结果
为阴性的，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
下，可有序流动，但应尽量避免前往
人员密集场所、 参加聚集性活动和
乘坐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要持续密切观察个人健康状况，一
旦出现发热、 咳嗽等不适症状须立
即前往就近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并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
三、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有
南京市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抵黔人
员， 需持有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领导小组）批准证明和 72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立即进行 1
次核酸检测， 结果未出之前不得流
动；无相关证明的，需配合属地疫情
14 天集中隔离观察
防控部门做好“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 +7 次核酸检
测” 的防控措施，隔离观察时间从
最后离宁时间开始计算。
四、即日起，有南京市中风险地
区旅居史的， 需持有当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领导小组）批准证明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在抵
黔首站地进行 1 次核酸检测， 结果
未出之前不得流动；无相关证明的，
14
需配合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做好“

天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居家健康
监测 +7 次核酸检测” 的防控措施，
隔离观察时间从最后离宁时间开始
计算。
五、即日起，南京市低风险地区
来（返）黔人员应持有 48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未持有相关证明
的， 在抵黔后需要开展 1 次核酸检
测，结果阴性的，在做好个人防护的
情况下，可有序流动，但应尽量避免
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参加聚集性活
动和乘坐地铁、 公交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
六、7 月 6 日以来，从南京市来
（返） 黔人员要密切观察个人健康
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
状，须立即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并立即到就近发热门诊
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如实告知个
人旅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
七、广大群众如非必要，近期不
要前往南京市，如必须前往，请务必
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返黔后，要遵守
我省有关防疫要求。
八、 广大群众须继续加强个人
防护意识，养成科学佩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卫
生习惯。在机场、火车（高铁）站、长
途客运站等公共场所要坚持佩戴口
罩，并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和手消毒。
另外，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
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最经济、 最有
效的手段， 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我省正在积极推动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请符合接种
条件的广大群众，及早就近、就地主
动接种疫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相关链接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新冠阳性升至 17 例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21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说，经重新采样检测，截至
目前已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相关工作
人员中检测发现 17 例新冠阳性。
7 月 20 日， 南京市江宁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接到禄口国际机场
防疫专班报告，在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
员例行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 9 份样品
为阳性，样本均为机场保洁人员。
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表示，接报以
后，南京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机场相
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 并重新采样检
测，经复核与专家组诊断，总共发现 17
例阳性， 目前 9 人为确诊病例，5 人为
无症状感染者，还有 3 例核酸检测阳性
待进一步诊断。 为防止疫情扩散，切断
病毒传播路径，经省、市、区专家分析研
判，划定机场附近 4 个社区（村居）为
中风险地区，其中江宁区 3 个、溧水区
1 个，实施封闭管理，人员足不出户；确
定封控区域 1 个，为禄口街道，进行封
闭管控，人员只进不出。另外，还组织专
业力量，对禄口机场及检测阳性人员所
到场所进行环境检测、消毒，关停或关
闭部分人员相对密集的场所。
胡万进介绍，截至 7 月 21 日 5 时，
已排查出密切接触者 157 人，密接的密
接 56 人， 还有其他人员正在进一步排
查过程中。同时，组织江宁、溧水两区连
夜开展核酸检测，目前已对重点区域的
11.65 万人进行了采样， 并已出具检测
结果 44309 人，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

★记者逛市场

贵阳菜市场 野生菌多起来
价格每斤30元至55元不等；医生提醒：野生菌虽味美，食用须谨慎
“红伞伞，白杆杆……” 最近一
首魔幻的神曲正在大街小巷流行，这
对提醒人们谨慎食用野生菌功不可
没。据了解，随着气温上升，雨水逐渐
增多， 当前正是野生菌生长季节。 7
月 21 日， 记者走访贵阳市多个菜市
场了解到， 市场上的野生菌多了起
来，价格每公斤 60 至 110 元不等。
“
你这个是什么菌子？ ”“紫花
菌，野生的，55 元一斤。 ” 上午 10 时
许，在云岩区延安北巷，一售卖紫花
菌摊位前，不时有人询问价格，整条
巷子只有这一家在卖野生菌。为方便
区分，摊主将紫花菌分装在两个铁盘
里，一盘的菌柄大小均匀，菇形圆整，
菌肉肥厚；另一盘菌杆较长，菌盖也
较大，但个别形状不太规整。 由于价
格太贵，问的人多、买的人少。
与延安北巷不同，在云岩区的北
新区路菜场，有 3 个摊位在售卖野生
菌， 野生菌被装在筐里或小篮子里，
分别是紫花菌和黄丝菌。 紫花菌每公

贵阳菜市场的野生菌

斤 60 元，黄丝菌每公斤 80 元，每家
售卖的数量并不多。
“野生菌不好保存，只有喜欢吃
的人才会买。 ” 一位摊主说，现在正
是吃野生菌的季节，有很多喜欢吃菌
子的顾客会前来购买。
记者走访了贵阳市的多个菜市

场了解到，市场内的野生菌以紫花菌
和黄丝菌为主。 每个菜市场售卖野
生菌的摊主并不多。 在南明区狮峰
路只有 1 位摊主在卖野生菌，星云家
电城附近的菜场有 3 位摊主在卖黄
丝菌，并且量少，卖相也不好。 而在
白云区大山洞农贸市场和龚家寨小

桥农贸市场，则没有野生菌售卖。
此外，在个别电商平台，也有野
生的黄丝菌售卖， 第二天就能收货。
记者在平台上看到，这些黄丝菌标注
的产地是贵州，常温下的保质期是 3
天，还特别说明是“天然菌菇，农户
采摘” ，每公斤 105.2 元。
“
我喜欢吃紫花菌，清炒或者煮
汤都可以，但一定要熟透，要不然会
中毒。”“
身边有朋友中过毒，不管认
不认识，都不会吃野生菌。 ” ……对
于食用野生菌一事， 市民均表示，虽
然野生菌也算是美味佳肴，但需谨慎
食用，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对于食用野生菌，贵阳市妇幼保
健院急诊与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陈
建丽建议， 市民要谨慎食用野生菌，
对于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千万不要
食用。 一旦误食，应及时采取催吐等
措施处理，并及时送医院治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杨雪梅

青岩古镇门票优惠政策引发关注，景区工作人员提醒：

贵州人游青岩古镇 记得带上身份证
本报讯 贵阳人游青岩古镇，凭
10 元入园门票， 就能游览所有文物
景点，省内其他市州游客只需 20 元。
青岩古镇作为贵阳市唯一的 5A 级
景区，该景区近期推出针对贵阳市民
和本省籍游客的优惠政策，可谓是诚
意满满。 7 月 21 日，景区公司相关负
责人提醒， 贵州籍游客游玩青岩古
镇，最好带上身份证。

“
这个优惠政策从 7 月 1 日起就
开始执行了。 ” 青岩古镇景区公司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说，2013 年设置景
区门票时， 景区设置了 10 元门票和
80 元套票两个票种。 10 元门票只能
逛古镇，进入古镇其他景点，需再次
购票。 80 元套票则是通票。 2018 年，
青岩古镇景区套票价格由 80 元 / 人
降为 60 元 / 人。

今年 7 月 1 日起，景区公司对贵
州籍居民推出了系列优惠政策：贵阳
市户籍游客 10 元 / 人购买原价 60
元 / 人套票、贵阳市以外的贵州省内
户籍游客实施 30 元 / 人购买原价
60 元 / 人套票的优惠政策， 让省内
游客享受到原 60 元票价的游览范
围，在网上买票，还可优惠 10 元。 执
行一周后， 根据商户和游客意见，又

将省内游客价格降为 20 元， 让省内
游客享受到景区发展的成果。
针对新近推出的门票优惠政
策， 青岩古镇景区的工作人员提醒
贵州籍游客：去青岩古镇游玩，不要
忘记带身份证；有学生证的，还可以
享受学生价。 此外，14 岁以下的孩子
以及 60 岁（包括 60 岁）以上老人，
都不用买票。
（程思元 杨源）

■新闻速递
司机酒后上路
开出百米被查

本报讯 7 月 17 日晚， 贵阳市中
山西路附近， 一男子抱侥幸心理酒后
开车，没想到开出百米即被民警拦下。
据了解，当天晚上，贵阳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六中队民警在中
山西路开展夜间酒驾查缉工作。 23 点
25 分左右，一辆白色轿车从河西路向
卡点驶来，想要右转进入中山西路。驾
驶人看到前方民警正在查缉酒驾后，
将车辆靠边停下后又起步缓慢驶向卡
点，行为十分异常。 发现情况后，民警
立即上前检查， 发现驾驶员身上散发
着酒精气味。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酒精含量为 24mg/100ml，属于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
驾驶人陈某表示，当日其驾驶车
辆从息烽赶到贵阳城区参加朋友聚
会，喝了几杯啤酒。 因心存侥幸，同时
感觉自己没有喝多少酒， 还算清醒，
便驾车从河西路出发，准备返回白云
区，没想到才开出百米，便被拦下。
民警现场依法对陈某开具法律
凭证，驾驶人将会受到罚款 1000 元、
驾驶证一次性记 12 分并暂扣 6 个月
（陈佳艺）
的处罚。

杨柳井立交
交通组织有调整
本报讯 7 月 21 日， 记者从贵阳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相关部门获悉，为
配合新东二环工程建设需要，7 月 21
日至 24 日杨柳井立交旁的输电线缆
将进行迁改，届时杨柳井立交交通组
织有调整。
据介绍，此次施工时间为每日 9:
30-16:30，期间由中环路北段进入杨
柳井立交的调头通道封闭，需在此调
头的车辆可前往北二环狮子坝立交
调头。 此外，7 月 22 日 5:00 至 6:30，
杨柳井立交将会实施两次不超过 20
分钟的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
车辆通行，建议驾驶人在该时间段内
绕行其他路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六盘水马拉松赛
将延期举行
本报讯 7 月 20 日，凉都·六盘水
夏季马拉松组委会发布公告， 由于近
期全国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弹， 为保
障当地群众和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原定于 8 月 1 日举行的
2021 中国凉都·六盘水夏季马拉松赛
将延期举办，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据了解，如选手因参赛预订了本
地酒店（特指预定 2021 年 7 月 31 日
至 8 月 1 日， 且已成功预报名的选
手），若遇到退订困难，可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前致电组委会进行退订申请
登记，组委会将协助办理退订事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