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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记者走访了南昌市内的地铁站、火
车站，以及电影院、美发店、网吧等公共场所，尽管
大部分场所都按照省里要求加强了疫情防控工
作，但仍有部分娱乐场所存在明显问题。这些场
所不仅没有防疫提醒，更没有要求出入人员佩戴
口罩。

1月 6日上午，记者来到地铁 2号线地铁大厦
站，大厅入口有几名工作人员对进站乘客逐一测
体温，并要求扫码和佩戴口罩。其间，记者看到几
名外地乘客在扫码时遇到困难，工作人员随即帮
他们打开手机相应平台，注册成功后获取健康码。

当记者询问如果遇到老人和小孩不方便扫码
怎么办时，现场值班站长介绍，工作人员会用自己
的手机登录微信中的“防疫健康码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并输入乘客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能获得乘
客的健康码。“总的来说，就是每位乘客必须测体
温并提供健康码。”

离开地铁站后，记者又分别乘坐了 27 路和
224 路公交车，司机会要求每名乘客上车时戴好
口罩，并在停车时检查车厢内的乘客是否保持佩
戴。

上午11时，记者来到南昌火车站。刚进候车
大厅，就看到显眼的提示牌提醒旅客佩戴好口罩，
有序排队。此外，大厅的广播中也在不间断提醒
乘客戴好口罩。

然而，记者在候车大厅二楼转了十几分钟，发
现十几位乘客没有佩戴口罩，或者将口罩摘下来，
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对此进行巡视检查。

在南昌长途汽车站，进站扫码测温工作同样
非常严格。但与南昌火车站情况类似，在二楼候
车大厅内，仍然可以看到有乘客摘掉了口罩。此
外，大厅内的一家便利店老板与乘客频繁接触，却
也没有佩戴口罩。

与公共交通场所不同，记者暗访时发现，一些
休闲娱乐场所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中存在明显漏
洞，防疫工作形同虚设。

6 日 13 时，记者来到福州路上的“盛世名足”
足浴店。店内大厅看不到任何疫情防控提示和健
康码。当记者询问来此足浴需不需要佩戴口罩
时，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需要”。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福州路与贤士二路交
叉口处的“树呆熊”网咖。走进上网区，尽管前台
摆放了健康码，工作人员也提醒记者要戴口罩，但
是记者发现，正在上网的数十名消费者，基本都没
有戴口罩。特别是在一些包厢，面积较小，空气质
量非常差。面对记者询问，前台工作人员称“等下
会提醒他们戴好口罩”。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福州路上的“摩登美发”
和“MYTH”两家美发店，店内均没有健康码和疫
情防控提示。几名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理发，
双方都没有佩戴口罩。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院的疫情防控工作相对
较好。记者暗访位于红谷滩区的金逸影城（光美绿
地店）和万达影城（红谷滩店），发现大厅内都摆放
了健康码和提示牌，工作人员不仅自己佩戴了口
罩，还要求每名观影者戴好口罩，并逐一测了体温。

8家单位只有2家
要求扫健康码

本报记者 余红举

1月5日下午，记者对部分学校、商超、酒店、药店等人流量较
大、人员集中程度较高的场所进行暗访，发现这些地方防疫管理
存在漏洞，暗访的8家单位只有2家要求出入人员扫健康码。

学校：高校管理严格，小学校园进出较随意

当天 14时 30分，江西中医药大学阳明路校区只留了一个出
入口，见记者要进入学校，保安连忙拦住询问：“到学校做什么？
外来人员不得进入。”记者提供不了相关证明，保安便劝阻记者入
内，其他进入校园人员均被要求扫健康码、佩戴口罩、测体温。

15时20分，南师附小红谷滩校区二部陆续有学生离校，多名
教师送学生出校门又进入校园，全程没有佩戴口罩。记者站在一
边观察了10分钟，发现虽然校园大门口张贴了健康码，显示屏也
一直滚动播放“请佩戴口罩、测体温”的防疫提示，但一名保安仍
在未佩戴口罩、未测体温、未扫健康码的情况下径直走进校园。
一名中年妇女佩戴了口罩，但也没有测体温和扫健康码就直接进
了校园。

商超：有店员未戴口罩促销，顾客出入“无阻”

“进入商场，戴好口罩，提前扫描健康码，文明有序排队！”15
时50分，万达广场红谷滩店2号门，广播不停地播放提醒，且在醒
目位置张贴了防疫提示。记者看到一名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进
入商场的顾客是否扫健康码、佩戴口罩，几名未佩戴口罩的顾客
被劝阻入内。而工作人员身后是体温监测点，记者观察了 5 分
钟，发现并没有对进入商场的顾客进行体温监测。在商场内，多
家品牌服装店店员未佩戴口罩进行促销活动。

16时20分，记者在天虹商场红谷中心店北门看到，这里张贴
了防疫相关提示，但现场只有一台测温机器人，没有工作人员值
守，多名顾客进入商场没扫健康码，也没有佩戴口罩，无人进行劝
阻。并且，测温机器人近距离才会提示顾客体温是否正常，很多
人距离测温机器人较远进入该商场，机器人则“哑口无言”。记者
注意到，该中心店有许多门面与商场直通，商家虽然摆放了防疫
设施，但记者与其他顾客多次出入，店主都未落实相关措施。

酒店：两品牌酒店均未要求顾客扫健康码

16时33分至38分，喜来登酒店大门口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
并佩戴了口罩。记者进入酒店时被要求佩戴口罩、测体温，但未
要求扫健康码。记者观察到，前台有两名正在办理入住的顾客，
直到手续办好后上楼，一直没有佩戴口罩。记者准备离开时，见
有一人未佩戴口罩、没测体温、没扫健康码便直接进了酒店大堂。

16时50分，记者来到香格里拉酒店，看到大门口设置了测温
机器人，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检查过往人员是否佩戴口罩，不
过，对进入酒店的顾客没有要求扫健康码。同时，在酒店大堂，多
人未佩戴口罩来回走动。见记者拍照，其间有工作人员劝阻。5
分钟后，记者准备离开时，见一人未佩戴口罩也未扫健康码，径直
进入酒店大堂。

药店：顾客未戴口罩仍可在店内自由购药

17时07分，记者来到康每乐岭口大药房，发现一人未佩戴口
罩在店内选药，付款后直接离开，整个过程中，店员没有要求顾客
佩戴口罩、扫健康码、测体温。距离康每乐岭口大药房不远的美
罗汇大药房，门口张贴了防疫温馨提示，记者在店内同样看到未
测体温、未扫健康码、未佩戴口罩的顾客，正向店员咨询购买小孩
急需用的药品。其间，店员未提醒顾客做好防疫措施才能进店购
买药品。

连续两天，记者对南昌市多个人员密集场所
进行暗访，发现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有喜有忧。

1 月 5 日 15 时许，记者来到位于沿江北大道
旁的南昌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进入市场大门，门
口保安亭内工作人员视若无睹，并不管记者没戴
口罩就进入市场，也无需测体温和扫健康码。进
入市场后，记者发现有顾客戴着口罩在市场内挑
选水产品，但大多数经营户和顾客都没戴口罩。

当记者问其中一户水产品经营户，市场管理
部门有没有通知进入市场需要戴口罩？对方回答
说：“这个都是自愿，想戴就戴，不戴也没人说。”

当日19时，记者来到位于朝阳洲中路的华润
万家超市，这是一家新开业的大型超市，打折活动
吸引了不少顾客。记者在超市门口发现有体温测
试机，但没有工作人员督促顾客戴口罩和扫健康
码。记者进入超市后发现，超市内工作人员均戴
了口罩，但大部分顾客没有佩戴口罩。

1月 6日 7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广州路的南昌
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8 号门前，在此守候了
10 多分钟，发现进入市场的人都没有佩戴口罩，
工作人员也不要求测温与扫健康码。随后记者又
转到市场3号门，发现情况与8号门一样。进入市
场后记者看到，尽管有很多外地车辆与司机进入
市场，但不管是司机、店铺工作人员还是进货的人
员，都没有佩戴口罩，市场管理人员对此也是熟视

无睹。
6 日 9 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八一大道的江西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医院门口有保安拦住记
者，要求记者佩戴好口罩、扫健康码并出示，经
检查后再经过体温测试仪方能进入医院。当记
者询问看病挂号时，得知还要再一次测量体温
后才可挂号。进入医院后发现，不管是医生护
士还是病人，都佩戴了口罩，电梯里正在消毒的
保洁员也佩戴着口罩工作。

上午10时许，记者又来到西湖区行政服务中
心。在门口就有工作人员拦住记者，要求佩戴好
口罩，记者称没有带口罩，工作人员从柜台内拿出
备用口罩发给记者，随后给记者测温、扫健康码，
之后才允许进入行政服务中心。“我们这里要求严
格，不戴口罩决不允许进入大楼，但有的群众没带
口罩来，又急着要进去办事。领导说在门口准备
些口罩，方便群众急用。”工作人员解释说。

距离西湖区行政中心几十米远的地方，是南
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直属二大队交通违法业务
处理窗口，办事大厅面积不大，里面已经有不少
人。记者看见门前有辅警守门，进入人员必须戴
口罩、测体温、扫健康码，并且辅警会对进入人员
一一核实身份，如只是陪同办事人员，会耐心劝导
对方因大厅场地狭小，尽量不要进入，在门外等候
即可。

1月6日上午8时45分，在南昌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红谷滩大队交管服务大厅，还没到上班时
间，已经有不少市民在门口排队，他们自觉佩戴好
口罩，相互间保持一定距离。服务大厅的玻璃门
上，张贴着醒目的昌通码和防疫通知。8时50分，
服务大厅门开了，门口摆有一张桌子，有工作人员
负责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扫码测温。

入口处值守的工作人员比较敬业，不厌其烦
地提醒大家扫码测温。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群
众，还需登记相应的身份信息才能进入。经过提
醒，绝大多数市民自觉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扫码登
记。在办事窗口，工作人员都佩戴了口罩。不过
在办事大厅内，偶尔有办事群众将口罩拉下，工作
人员因一时忙碌，未能及时提醒。

上午9时20分，记者来到位于普贤社区的南昌
市图书馆红谷滩分馆。推开大厅的玻璃门时，工作
人员要求记者先扫昌通码，并查看近期行动轨迹。
在进入图书展厅前，记者被要求登记相关信息，包括
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然后再通过红外摄像测温仪测
温。在登记个人信息时，工作人员一再要求来访者
填写有效的完整信息，要求字迹工整并现场查验。

图书馆内有暖气开放，前来阅读或借书的市
民不少，大家都自觉佩戴好口罩。“我们已经接到
上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通知，防疫工
作容不得半点儿松懈。”工作人员说。

在中国银行金融大街网点营业部，昌通码和
告示张贴在门口醒目处，保安手持测温仪，为每一
位入内的客户测温。保安告诉记者，元旦他们就
接到通知，凡是进入银行办事的人员必须佩戴一
次性医用口罩，测体温，扫健康码。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营业部发现，银行都安排
了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指引市民扫码、测温，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措施。不过，记者也发现，有个别市民
图省事，会直接用手机中保存的“本人健康码自查
询”绿码截图代替现场扫码登记。

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记者
看到门口显眼位置张贴了疫情防控的相关通知和
昌通码。13时40分，一市民进门后直奔业务办理
窗口，工作人员连忙提示他先扫健康码和测温。
一旁的志愿者在柜机上帮其办理预约拿号。记者
看到，窗口工作人员和办事的市民都能遵守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办事窗口现场秩序很好。

20号令所指重点场所和公
共场所出入人员

1.学校、医疗机构出入人员；
2.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长途汽

车、地铁、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司
乘人员和乘客；

3.机场、铁路车站、地铁站、汽车站、
码头等场所的出入人员；

4.水产品、冷冻产品和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农贸市场等场所的出入人员；

5.商场、超市、购物中心、药店、酒店、
宾馆、单位食堂等场所的出入人员；

6.银行、展览馆、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及各类办事大厅等场所的出入人员；

7.理发店、美容院、影剧院、游艺厅、
网吧、体育场馆（运动时除外）、歌舞厅等
场所的出入人员；

8.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监管场所
等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外来人员；

9.在密闭空间参加会议、培训等活动
的人员；

10.其他通风不良或人员密集场所活
动的人员。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全国多地疫情散发，我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两个尽量”“两个
严禁”“两个一律”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2020年12月31日，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第20号令，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凡出入号令中列出
的重点场所和公共场所的人员，必须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测体温、扫健康码。20号令发出后，号令中列出的重点场所、公共场所单
位（经营主体）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如何？防控工作是否到位？连日来，本报记者对南昌市部分场所进行暗访，并发回现场见闻报道。

新年疫情防控你做好了吗

这些单位疫情防控基本尽责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部分批发市场出入自由 医院防控严格
本报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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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防控到位 娱乐场所漏洞明显
本报记者 陈 璋

■链接

1月6日，地铁2号线地铁大厦站工作人员正在对进站人员测温。本报记者 陈 璋摄

1月6日，福州路“树呆熊”网咖一包厢内，消
费者基本都未戴口罩。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1月5日，美罗汇大药房有顾客未佩戴口罩进入。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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