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疫情防控你做好了吗》追踪

就“20号令”所提要求，本报记者再次出击

部分场所疫情防控仍“未上弦”或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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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

大型市场商超整改到位，两家五星级酒
店仍有差距

1月9日13时许，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朝阳洲中路的华润
万家超市，见到超市门口有了专职工作人员，督促进入超市
的顾客戴口罩、扫健康码，并要求进入超市者都要经过人体
测温仪，体温正常方可进入。超市内工作人员全部戴了口
罩，绝大多数顾客也都戴了口罩。

1 月 10 日 10 时许，记者来到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发现上次来还能进出的 4、6、7、9 号门全部用围挡拦
住，在保留的几个进出市场大门前，人员车辆进出通道都有
了专人守候，督促进入人员戴口罩、测温并扫健康码。记者
在3号门现场看到，尽管人员通道口因为要扫码进入排起了
长队，有些群众不耐烦，几名工作人员依然耐心地给群众做
解释工作。

13 时许，记者来到南昌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一进门
就被工作人员拦住，要求戴口罩，并测温扫码，出示了健康
码后才被放行。市场内放置了多个高音喇叭重复播放疫
情防控提示，要求商户和顾客配合工作，落实疫情防控的各
项要求。

1 月 9 日下午，记者来到万达广场红谷滩店回访发现，
该广场 2号门增设了智能测温仪，并安排了专人对进入商
场的顾客测温、扫健康码、佩戴口罩检查，商场内的店员都
佩戴了口罩。暗访时无人值守的天虹商场红谷中心店北
门，此次再访状况明显改观。有专人指引顾客扫码、测
温，检查是否佩戴口罩，并且，此前被曝光可以直通商场
的许多门面已被封堵，并张贴提示要求顾客配合防疫措
施进入商场。

回访喜来登酒店、香格里拉酒店时，记者发现两家五
星级酒店对进入酒店大堂人员仍未要求扫健康码，有人
仍未佩戴口罩在酒店大堂来回走动。酒店工作人员解释
称，他们只对入住酒店的顾客登记近期是否到过疫情高
风险地区。

药店、网吧、美容院仍旧“我行我素”

1 月 9 日下午，记者来到康每乐岭口大药房，发现防疫
措施比暗访时有所加强，工作人员不停提醒顾客佩戴口罩、
测体温入内，但未要求扫健康码。美罗汇大药房防控力度
依旧散漫，未测体温、未扫健康码、未佩戴口罩的顾客仍可
以进店购买药品，无人劝阻。

9 日 13 时，另一路记者来到福州路上的“盛世名足”
足浴店，发现大厅内几名工作人员和进出的顾客都没佩
戴口罩，前台也没有健康码和测温枪。一名接待人员表
示，不太清楚新的疫情防控规定，口罩在抽屉里，但店里
一直没有要求戴。“健康码还没弄好，正在重新制作，测温
枪也要去买。”

在“树呆熊”网咖，正在上网的十几名消费者依然没有
佩戴口罩。该店店长表示，因为之前很久没有要求，所以大
家就放松了。店里会提醒消费者戴口罩，但不能强制，有些
人不愿意，店里也没有办法。

在“摩登”美发店，六七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个别戴了
口罩，店内仍然没有健康码和测温枪。该店店长表示，

“摩登”美发店去年 6 月才开业，一直不知道怎么制作健
康码，也没有人来店里提要求。“我们会去咨询一下怎么
弄。”

大型市场商超已整改
部分小店依然故我

本报记者 蔡颖辉 余红举 陈 璋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戴
好口罩、测量体温、扫码进场，谢谢
您的配合。”1 月 9 日上午，记者来到
南昌翠苑路农贸市场，在1号门入口
处，大喇叭正在循环播放进入市场
的相关防控措施，墙壁上也张贴了
防疫措施通知。

市场门口摆放了健康码和测温
仪，值守工作人员依次对进入市场
人员测温，并要求戴好口罩和扫码
进入。但进入市场内，记者发现，蔬
菜区、水果区和肉类区很多摊位的
商户没有佩戴口罩，或将口罩拉到
下巴以下；市场内的门店里，部分商
户也没有佩戴口罩。

这个市场存在的疫情防控漏洞

不止于此。记者在货物通道入口处
看到，人员可随意进，门口没有值守
人员，也没有设置测温和扫健康码
的工作台。记者注意到，不少商户
的菜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入的，
偶尔也有顾客抄近路从这里进出。

翠苑路农贸市场的2号进出口，
疫情防控工作也存在问题。入口处
一张桌子上摆放了测温仪、酒精和
健康码，喇叭循环播放进出市场的
防疫注意事项。然而从上午 8 时 55
分开始，记者观察发现，并没有市场
工作人员在此值守，进入的顾客很
少主动扫码，有的甚至没有佩戴口
罩。10 分钟后，来了一位老人站在
桌前，但对于进入市场的人员不闻

不问，没有要求进入人员测温扫码，
对没有佩戴口罩的顾客也没有进行
提醒。经记者“提示”后，这名自称
市场2号口的值守人员，才开始提醒
进入市场的人“戴好口罩”。其间，
不少顾客主动伸出手腕配合测温，
值守人员才拿起测温仪。

“为什么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
测温和扫健康码？”记者问这位值守
人员。

“这些人都是市场内部卖菜的，
我们都认识。”这位值守人员解释，
他不仅要在2号入口处防控值守，还
有其他事情要做，因此，有时会离开
一下值守岗位，这时便成为市场防
控的“真空”。

翠苑路农贸市场：

货物通道随意进 扫码测温靠自觉
本报记者 徐黎明

1 月 9 日下午，记者对南昌市的
一些咖啡厅、饮品店和 KTV 进行疫
情防控工作暗访，发现普遍存在问
题。有的根本没有按照“20号令”要
求布置，有的则是“假把式”，防控工
作形同虚设。

9 日 14 时，记者来到“星巴克咖
啡”恒茂梦时代店，尽管店门口一张
桌子上摆放了测温枪、健康码和顾
客体温记录统计表，但是根本没有
人值守，一些工作人员在前台忙着
接待顾客和制作咖啡。店内有数十
名顾客，绝大部分没有佩戴口罩，也
没有工作人员提醒。

面对记者询问，店内工作人员
一会儿表示“现在是交班时间，等下
会安排人值守”；一会儿又表示“没有
人值守的时候，主要是让顾客自己扫
码测温”。此外，店内只要求服务人

员戴口罩，不会要求顾客戴。更让人
惊讶的是，当记者询问店门口的顾客
体温记录统计表中为何没有时间，工
作人员直言“这还是上个月的”。

在记者一再提醒下，工作人员
才来到门口进行扫码和测温。然
而，当记者20分钟后再回来时，发现
店门口又恢复了无人值守的模样。

14 时 30 分，记者来到“奈雪的
茶”恒茂梦时代店，这里看不到任何
疫情防控提醒和健康码、测温枪，顾
客可以随意进入，且大部分没有佩
戴口罩。

对此，该店店长解释，店内一直
没有进行扫码测温，“因为公司还没
有通知我们这么做。”当记者问他是
否了解我省最新的疫情防控要求
时，这名店长只是一直强调：“公司
要求这么做，我们才会做。”

15 时，记者来到“唯尚 KTV”北
京东路店，不到10分钟，有数十名顾
客进店，但大厅里同样看不到任何
疫情防控措施。在记者询问后，该
店一名经理才到电梯口的角落里拿
出健康码、测温枪、口罩和洗手液
等。这名经理表示，白天前台只有
一名工作人员，兼顾不了扫码测温
等事情。“现在 40 多个包厢全满了，
实在太忙，晚上才有专人负责疫情
防控。”

最后，记者又来到位于北京东
路高新大道口的“巢歌 KTV”，尽管
店门口摆放了健康码和防控提醒，
却无人值守。前台工作人员表示，
下午顾客少，晚上人多时店里才会
安排专人值守，“我们也会提醒顾客
戴口罩，但顾客要是不愿意我们也
没办法。”

咖啡厅、饮品店和KTV：

普遍存在问题 防控措施多为形式
本报记者 陈 璋

春节临近，春运返乡人员逐渐
增多，随之而来的是聚会聚餐增多，
落实“20 号令”疫情防控要求，夜宵
排档责任大。1 月 9 日夜间，记者对
一些从事夜宵的餐饮店进行调查，
发现不管是从业人员还是顾客，疫
情防控的“弦”还有待绷紧。

9日23时许，记者来到南昌市夜
宵美食一条街——船山路，虽然冬
夜寒冷，但仍挡不住食客们的脚步，
不少店内已经满座。记者来到“辣
小鲜”小海鲜大排档，进入店内没有
人要求检查体温与扫码，不大的店
堂内坐了十几号人，店内空间密闭。

同在这条街上的“重庆李记碳

烤鱼总店”与“豆腐烤鱼牛蛙总店”
也是一样的情景，尽管店门上贴着
健康码，但进店时没有人扫码，更没
人督促进店的顾客测量体温。

随后，记者又来到桃花路，但见
这里的夜宵店也无人在店门口测温
扫码，生意好的餐饮店也是人挨人
落座，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这怎么落实得了？叫顾
客测体温扫码，顾客不会听，惹得人
家不高兴生意都跑掉了。”一名店老
板坦言，街道办事处和市场监管局也
给商户们做了宣传，但要商户们严格
要求顾客测温、扫码，确实比较难。

“我们从 1 月 1 日起就要求各分

局在辖区内加大落实‘20号令’的力
度，并加强巡查。”西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行业
主管部门，他们局里还专门成立了
检查组和督导组，核查辖区企业落
实“20号令”的情况。“大型企业做得
都还不错，就是小店很难落实。执
法人员在现场督导的时候，老板会
落实，执法人员下班了，老板从自己
的生意考虑，又把相关规定丢在脑
后。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强宣传和
督导力度，也希望全社会都绷紧‘这
根弦’，全员遵守疫情防控规定，顾
客自觉遵守，老板也就不用担心因
此跑了生意。”

“深夜食堂”：

担心“跑了生意”店老板基本不设防
本报记者 蔡颖辉

1月9日是周六，记者对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暗访，发
现南昌市青少年宫严格落实“20号令”疫情防控要求，而新
东方翠苑路校区、乐学优教育等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疫情防
控漏洞。

1月 9日 13时 40分许，正是南昌市青少年宫入校高峰，
记者观察发现，青少年宫设有车辆入口和出口各一处，其中
出口设置了人行通道，让学生步行进入校区。在车辆入口
处，3名保安一手拿着健康码，一手拿着体温枪，对进入校区
的家长和学生逐个进行测温，并要求扫健康码和佩戴口
罩。人行通道则安排了一名保安，对进入校区的家长和学
生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15时40分许，新东方翠苑路校区多个教学班开课，记者
在进门入口处看到张贴的公告上写着“上课学员请在校区
测温处进行检测，扫码入内，未戴口罩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校
区，家长请留步……”然而，记者发现公告成了一纸空文，有
多名学生未佩戴口罩、也未测温、扫健康码进入校区，虽然
有一名保安现场值守，但并没有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记者佩戴口罩进入校区，也没有人来测体温和要求扫健康
码，许多家长未佩戴口罩坐在教室旁，等待孩子下课。其
间，无人劝说家长离开校区或者佩戴口罩。

16时许，记者来到万达星城西区，因为邻近南师附小红
谷滩校区二部，该区东门入口处有乐学优教育等 10余家校
外培训机构。记者发现这些培训机构没有放置疫情防控物
资，出入的家长和学生只有少部分佩戴口罩，未要求测温、
扫健康码。万达星城有居民称，这些正在培训的学生不全
是本小区内的，还有很多是别的小区的，人员流动非常大，
给小区疫情防控带来压力。

1月9日夜间，豆腐烤鱼牛蛙总店门前无人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1月10日，南昌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工作人员
在检查进入市场人员。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1月10日，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工作人
员在检查进入市场人员。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1 月 9 日，“巢歌 KTV”前台工作人员和顾客均
未佩戴口罩。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1月6日，本报
记者兵分多路对南
昌部分场所和单位
落实省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第 20号
令的情况进行调
查 ，结 果 有 喜 有
忧。报道刊发后，
记者再次出击，继
续对南昌市部分场
所暗访，并对前期
所报道的场所进行
跟踪回访。

校外学生培训机构：

部分存防控漏洞
青少年宫防控得力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回访

1月9日下午，天虹商场红谷中心店专人指引顾客扫码、测温，检查是否佩戴口罩。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