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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1月19日电 近日，承担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的第三方机构，涉嫌谎报核酸检测结果，引
发广泛关注。

记者从河北、山东多方采访了解到，承担此次检测任务的济
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还未对送检样本进行检测时，相关业
务员翟某某就已谎报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给当地疫情防控产
生较大影响。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暂停检测业务，翟某某已被警方以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
中。此外，从18日起，隆尧县已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涉及
30多万人，且全部选择公立医疗机构检测。

样本尚未检测完成，业务员反馈结果称全部为阴性

17日，邢台市政府通报，承担隆尧县第二轮核酸检测任务
的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涉嫌谎报检测结果，隆尧县新增
2例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当日，济南市公安、卫健等部
门立即对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展开全面调查。

据济南市公安局介绍，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隶属于
山东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是深
圳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翟某某系深圳核子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蓝沙医学检验所业务员，负责联系河北省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业务。

隆尧县县长王银明告诉记者，1月12日至13日，隆尧县进行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任务委托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下属的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承担。14日零时20分，翟某某在
样本尚未检测完成、未知已完成检测数量和结果的情况下，向隆
尧县卫健部门反馈称，结果全部为阴性。记者从隆尧县卫生健康
局负责人提供的与翟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到，14日零时20分，
翟某某向该负责人表示核酸检测结果“已全部出来了，阴性”。

隆尧县据此上报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16
日上午，又报告发现有阳性样本。

经济南、邢台两地公安部门共同调查，据济南华曦医学检验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平原等人陈述，翟某某分别于12日和13日将
3万余管核酸检测样本通过冷链运输分两批送至该公司进行检
测。14日，该公司开始对翟某某送检样本进行检测。

经调查，15日晚发现1管样品核酸检测呈阳性，王平原马上
将结果通知翟某某，要求其立即将阳性检测结果通报委托单位。
16 日上午，王平原又将该样本复查仍呈阳性的结果告知翟某
某，并再次询问翟某某通知委托方结果的落实情况。翟某某告知
王平原，其已于14日告知河北委托方检测样本全部为阴性。

涉事实验室被暂停核酸检测业务

17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济南市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济
南高新区监管部门对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新冠病毒样本接
收、检验报告出具、医疗废物处置情况进行联合检查。

据了解，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于2017年5月31日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7年11月22日取得二级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备案证明，于2020年2月20日、6月5日，分别增加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项目和新型冠状病毒IgG和IgM抗体检测项目。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经专家现场实地考察、
论证，去年2月，济南市卫健委公布第一批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名单，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
等8家医学检验实验室在列，其日最高检测能力为8000份。截
至今年1月16日，该实验室完成核酸检测共计423492人次。

据悉，2020年2月，济南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对该实验室进行
督导检查，发现其未按照类别将医疗废物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
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对其给予警告、罚款1000
元的行政处罚。

目前，济南市卫健委已责令该实验室暂停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业务，积极配合公安等部门彻查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一经查
实，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济南市卫健委要求，立即对全市所有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拉
网式督导检查，严格执行室间质评制度，确保核酸检测质量安
全可靠。

造成防控被动影响地方决策，
隆尧县全面启动第三轮核酸检测

“此次第三方机构谎报核酸检测结果，造成了疫情防控上的
被动，影响了地方相关决策。”隆尧县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记者从邢台市政府获悉，隆尧县18日已启动第三轮全员核
酸检测，安排了616个采样点、1190名医护人员。除现有的652
名医护人员外，还有包括8家市级以上医院和16个县（市）区支
援隆尧县的538名医护人员，组成了核酸检测帮扶队，帮助隆尧
县组织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为确保全民核酸检测的质量，第三轮全民核酸样本均由公
立医疗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结果。”邢台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戎阳表示，对已流调出的确诊病例的密接者、次密接者已全
部集中隔离，相应的流调和隔离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目前，隆尧县烟草家园已经调整为中风险地区。隆尧县实
行全县域封控闭环管理，所有居民居家不自由流动。同时，加强
消毒消杀工作，对烟草家园进行了全方位消杀，对广场、公园、道
路、街道等公共区域和小区、农村开展了集中的全面消杀。

据隆尧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
绍，隆尧县在第三轮核酸检测中细致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采集
点设置、信息录入的过程中防止人员聚集，做到样本采集过程中
程序规范、人员不形成交叉感染，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核酸检测采样完成后，隆尧县将严控人员进出，严格执行居
家隔离防控措施，不流动、不聚集，非必要不得外出。

新华社石家庄1月19日电（记者
巩志宏 邹乐）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8日
通报，在疫情应对工作中，河北省石家
庄市藁城人民医院、新乐市中医院均
发生了医务人员、住院患者以及陪护、
护工等确诊新冠肺炎的情况，暴露出
当地在落实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措施等
方面工作不力，存在重大疫情传播风
险，给疫情防控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根据通报，2021 年 1 月 1 日，藁
城人民医院心内科一患者的陪护出现
干咳症状，3日核酸检测，4日核酸检
测结果阳性。医院随即采取了封控心
内科、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安排大量
住院患者出院等措施。经国家、省联
合调查组调查，截至1月14日石家庄
市新冠肺炎病例数据库中共有8例与
该院有关联。

调查组认为，虽暂不能确定此次
事件属于医疗机构感染，但在事件发
生、发展及处置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
题，导致就诊患者、医务人员及社会公
众不同程度地暴露于感染风险。主要
表现在：一是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未
做到“应检尽检”，先入病区再做检测
的现象普遍。二是病区加床严重，其中
神经内科两个病区和心内科病区加床
率均超过90%，严重违反防聚集规定。
三是病区管理混乱，首例确诊的陪护

人员持其哥哥陪住证陪护，陪护和探
视人员随意出入病区，存在陪护人员
随意换人的情况。四是缓冲病室设置
管理不规范，未做到单人单间收治。五
是密切接触人群划定不准，出现确诊
病例的心内科仅封控不到3天时间，密
接人员随意到食堂、商店等公共场所活
动，无法排除密接的医务人员仍每天正
常上下班。六是对有密切接触史的住院
患者，只要间隔24小时连续两次核酸检
测结果阴性即解除隔离并允许出院，在
5-10日安排心内科70名患者出院。

1月2日，一患者因急性脑血管病
至新乐市中医院就诊，3日核酸检测结
果阳性，并成为该院首例确诊病例。9
日，陆续发现有医生、护士、陪护人员
等核酸结果阳性。截至1月11日，共累
计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6例。

经国家、省、市联合调查组调查认
为，这是一起社区感染新冠病毒患者
将感染风险带入医院，医院的感染控
制措施存在缺陷而导致的医疗机构感
染事件。主要有以下问题：一是急诊患
者未及时查验核酸检测结果，也没有及
时采样送检，而是直接将患者收入病
区，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应检尽检”要
求未有效落实。二是患者急诊入院时，
在无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就被安置
于病区普通双人间，未按照要求设置使
用缓冲病室。三是陪护人员数量多、不

固定，随意进出病区，多次到院外活
动。四是首例患者确诊后，流行病学调
查不够科学规范，密切接触人员及其
暴露风险等级的确定不准确。

此外，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
救治组感控专家在工作中发现，石家
庄市有关区县级医疗机构在感染防控
相关政策要求的落实上普遍存在问
题。藁城中西医结合医院162名住院患
者有高达228名陪护，对陪护人员未进
行严格管理；发热门诊核酸检测结果
报告时间过长，个别患者甚至长达 16
小时；发热门诊与血透病区、高压氧、
医疗废物暂存点在同一幢小楼内，出
入口相隔仅1米左右，存在生产安全和
医疗安全等隐患。

通报称，两起院感防控不力事件
暴露出医院管理混乱、感控意识不强，
卫生健康部门监管责任缺失等问题。
其中，藁城人民医院接到石家庄市疾
控中心反馈，其送至该中心复核的 11
例阳性样本结果均为阴性后，未得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的指
导，仅凭自身理解加以应对，作出了解
除心内科封控、分流患者等错误决定，
增加了疫情防控压力。藁城人民医院
在发现阳性病例后，1 月 5 日-10 日期
间向区防控办、区政府办、区卫生健康
局提交请示报告共8份，但均未获得正
式反馈，指挥部门领导责任严重缺失。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19日通报，1月18日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1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2例（上
海4例，浙江3例，广东3例，山西1例，
陕西 1 例），本土病例 106 例（吉林 43
例，河北35例，黑龙江27例，北京1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2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286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8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74 例
（其中重症病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2
例。累计确诊病例4530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425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月18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1387例（其中重症病
例 6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2432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5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88454 例，现有疑似病例 2 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42449人，尚
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5325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91例（境外输入11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60例（境外输入1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8例（境外输入5例）；尚在医
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811 例（境外输
入259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0572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9664例（出院8786例，死亡163例），澳
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
地区862例（出院756例，死亡7例）。

谎报核酸检测结果企业被停业
国家卫健委：

18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8例

新华社沈阳1月19日电（记者 汪
伟 于也童）记者从19日下午举行的沈
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沈阳已经完成对
全市在营零售药店100%全覆盖监督检
查，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204
家零售药店坚决予以关停。

沈阳市要求，全市药店必须按要求
对进店人员扫码、测温以及落实销售退
热类药品实名登记，沈阳市市场监管局
向全市零售药店制发《零售药店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操作规范》《零售药店销售
退热类药品流程图》《疫情防控期间零
售药店销售退热类药品问询清单》，明

确和规范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工作流程。
沈阳市在严格执行退热类药品销

售实名登记的基础上，针对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采取了相应管理措施。例
如，提供的身份证件除居民身份证外，
对老年证、医保卡、社保卡、户口本等
证件信息均予以认可。

1月18日拍摄的河北
石家庄“火眼”实验室。

1月8日，“火眼”实验
室（气膜版）在河北体育馆
建成投运，每日最高可检
测样本量达100万人份。实
验室内每三舱“火眼”为一
组，分别承担着扫码取样、
核酸提取和样本检测功
能，一个流程下来即可完
成核酸样本的检测工作。

“火眼”实验室的投
入运行，提高了检测能
力，助力石家庄地区的疫
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 摄

探访石家庄
“火眼”实验室

石家庄两所医院因院感防控不力被通报石家庄两所医院因院感防控不力被通报

沈阳204家药店因疫情防控不到位关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