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1 日 20 时 40 分，备受期待的全运
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打响。17277名观众涌
进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见证这场决赛。东
京奥运会跑出9.83秒创造亚洲纪录的苏炳
添最终以9.95秒赢得金牌。

百米飞人大战一直以来都是田径项目
上的明珠，激烈精彩。这次全运会男子百米
决赛拥有三位破十秒实力选手：苏炳添、谢
震业和陈冠锋。个人最好成绩分别为苏炳添
（9.83 秒）、谢震业（9.97 秒）、陈冠锋（10.06
秒）。还有实力强劲的“00后”新秀邓智舰、陈
佳鹏，他们半决赛都跑进了10.25秒左右，因
此这次全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被称为中国田
径史上最强百米飞人大战。

决赛中，谢震业 4 道，苏炳添 5 道，“00
后”飞人陈冠锋处在有利的第 7 道，中间隔
着 6 道的吴智强。发枪后，多位选手并驾齐
驱，60米后，苏炳添后程发力，最终，以9.95
秒夺冠，生涯第10次跑进10秒大关，拿到了
自己首块全运会金牌！谢震业、吴智强分获
二三名。 据央视新闻

9月20日，一名科普作家发文质疑称，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动物园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文章（后删除），疑似要
将9月5日救助的一只雪豹“放动物园里当展品”、“接客”。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而新华社此前的相
关报道也明确载有“若这只雪豹的体质恢复状态达到放归
标准将被放归野外”，该科普作家担心雪豹在动物园被人参
观后对人“脱敏”，影响放归。

9月21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一名负责宣传的
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鄂尔多斯动物园未
经批准发布文章，国家林草局和自治区林草局的工作人员
均已于9月21日上午出发赶往鄂尔多斯核实情况，绝对不
允许将雪豹放于动物园接见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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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发布会
了解到，2021 年 9 月 21 日 0-18
时，哈尔滨市发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3例。

2021年9月21日，巴彦县报
告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 3 例，病
例1是主动到巴彦县第二人民医
院做核酸检测时发现；病例2、病
例3为菲律宾境外返哈解除隔离
人员，于8月3日从菲律宾尼诺阿
基诺国际机场乘坐5J308航班入
境广州白云机场，在广州卡西国
际酒店医学隔离14天，8月18日
解除集中隔离后，当日乘坐广州
JD5165 航班抵达哈尔滨太平国
际机场，8月18日至9月1日在巴
彦县家中居家隔离14天，期间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于9月1日解除
隔离，9月21日，作为病例1的密
切接触者在主动筛查中发现。按
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八版）》要求，现已转至定点医
疗机构接受隔离观察治疗。

目前，已对确诊者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工作。有关
部门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
者和密接的密接全部落实隔离管
控措施,并进行追踪排查，对涉及
到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对其曾
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和
封闭管理。

根据流调结果，病例 1 主要
活动轨迹涉及场所如下：9 月 7
日，吉安市乘坐 G492 高铁到南

昌，从南昌乘坐3U8266航班到达
哈尔滨机场。9月7日—9日，道里
区中央大街君逸酒店。9月8日，
道里区中央大街老厨家，索菲亚
教堂外广场，南岗区哈西万达金
街大碗麻辣烫，子不语剧本杀。9
月 9 日，南岗区金爵万象众创书
店，子不语剧本杀。9月10日，南
岗区子不语剧本杀，道里区群力
冬日假日酒店。9 月 11 日，自驾
回到巴彦县兴隆林业局利民家
园 20 号楼二单元 202 室。9 月 12
日，巴彦县兴隆镇蜜雪冰城，小
酒馆铁锅炖。9 月 13 日，巴彦县
红事会浴池。9 月 14 日，巴彦县
刚子烧烤，烨竹园饭店。9 月 15
日，巴彦县兴隆林业局明顺酒
楼。9月17日，自驾到南岗区哈西
万达金街大理米线，金爵万象密
室逃脱，桔子水晶酒店。9 月 18
日，道里区斯美诺医美整形医院，
南岗区凯德广场，桔子水晶酒店。
9 月19 日，自驾到巴彦县兴隆林
业局名洋烧烤。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要求广大市民，在此
期间与该感染者有过接触史或活
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迅速
做好个人防护，立即拨打社区或
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电话，不要外
出，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流调、核酸
采样、相应疫情管控等措施。广大
市民近期非必要不离哈，不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从中高风险地区
返哈后主动向社区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拟取消
38名研究生入学资格

9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公布了关于38名2021级研究生入学资格的
公示，学校2021级研究生新生已于2021年8
月29日-30日入学报到。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第五条“新生因故不能按期入学的，应当于
报到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所在二级培养单位
请假，并附相关证明，二级培养单位应当在
报到日期结束之后，按照学校要求将请假学
生的情况汇总后向研究生院备案。请假时间
一般不超过 2 周。未请假、请假未获批准或
者请假逾期不报到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
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二级培养单
位应当在新生报到结束之后，按学校要求将
上述学生名单报送研究生院。”

根据规定，研究生院拟取消楼某等38名
研究生入学资格。学校表示，如有异议，请在公
示期内联系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据澎湃新闻

内蒙古财大通报“教师骚扰猥亵学生”：

开除党籍，解除职务
9月21日凌晨1:29，内蒙古财经大学官方

微博发布关于乌峰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通报：
2021年9月17日晚，网民在自媒体平台

反映我校教师骚扰猥亵学生信息。经查，举报
对象系我校教师乌峰，认定其行为严重违反
社会公德和师德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研究，决定给予乌峰开除党籍处分，岗
位等级由三级教授降为九级科员。撤销其所
获荣誉、称号，追回相关奖金，解除教师职务。
报请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学校决定，立即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进一
步加强师德师风专项教育活动，以案说纪，
教育全体教职员工严守师德底线，切实遵守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育人环境。

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9 月17 日，一名
网友在微博发布一篇名为《控诉：一位教授
的骚扰猥亵实录》的长文。声称自己在内蒙
古财经大学本科就读期间，被学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乌峰猥亵的经历，并附带多张疑
似与“乌峰”的微信聊天截图。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陈卿媛 综合内蒙古财经大学

据福建省政府9月20日召开
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
9月19日19时，福建省共排查出本
省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超19万人。

那么，这19万人都去了哪里？
记者查询百度迁徙地图了解到，以
8月31日的数据为例，从莆田流出
的人口大多在福建本省流动。其
中，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宁德等
地为莆田市人口主要迁入地。从外
省迁徙情况来看，广东、江西、浙
江、湖南等地主要为莆田人口流入
地区。

从厦门的情况来看，8月31日，
厦门流出人口也多在福建漳州、福
州、泉州、龙岩等地活动。从省外情
况来看，广东、江西、浙江、湖南等
地为厦门主要外流去向。同样，泉
州人口外省流出最多的地区，也包
括广东、江西、浙江、湖南等地。

这19万人是否有导致疫情外
溢的风险？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指出，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只要
人口在流动，就存在疫情外溢的
可能性。“人员流动出去后，如果
存在感染者，那么还要看其本身
的传染性如何，当地防疫能力如
何，有没有传播的机会，这些都是
变数。”胡善联说，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染的机会肯
定会越来越低。

到目前，距离福建出现首个本
土病例已过去 21 天，加之此后福
建当地有效的管控措施，因此在胡
善联看来，疫情外溢的风险已经大
幅度减低。但后期各地还需加强管
控和检测，不可掉以轻心。

此前福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称，福建省各地已加强与发生疫情
地区信息对接，严防疫情在省内跨
区扩散。针对本省疫情发生地流出
人员，均依法落实集中隔离、居家
隔离以及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健
康管理措施。截至目前，全国其他
省区市没有出现相关联病例。

此外，受访专家指出，接种疫
苗是长期抵御疫情发生的关键。从
疫苗接种情况来看，福建卫建委官
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18时，
福建累计接种 6335.77 万人次，其
中：第一剂次接种3282.92万人，完
成全程接种 3092.72 万人。9 月 20
日，全省新增接种4.87万人次。

“尤其是儿童，我们也呼吁积
极接种。”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华指出，
眼下福建确诊的儿童患者较多，但
大多为未接种人群。数据显示，福
建 12-17 岁人群累计接种 552.03
万 人 次 ，其 中 ：第 一 剂 次 接 种
289.9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62.13
万人。9 月 20 日，12-17 岁人群新
增接种1.11万人次。因此，傅华也
呼吁，青少年儿童抵御疫情，可行
的措施一是防止病毒进校园，另一
方面在于接种疫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

奇 吴阳 实习生 陈子涵

9月21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组网球
男团决赛中，四川队以2:1击败广东队，拿到
了川军本届全运会群众组网球项目的首金！

根据赛程安排，本届全运会群众组网球
比赛于9月19日至9月26日在湖北京山开
赛，全国25个省区市和1个行业体协共26支
代表队的近 500 名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官
员参与其中。这是全运会首次设立群众组的
网球项目，同时也是首次将全运会群众组设
置于举办省份以外的县级市集中举办。比赛
项目共分为男子团体、男子双打、男子单打、
女子团体、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六个项目。

在昨天进行的男团决赛中，钟晋、施泓
宇、倪兴刚、王培林四名队员组成的四川队
以大比分2-1击败广东队，其中钟晋在首盘
单打取胜之后，虽然王培林在第二盘输给对
手，但在决胜盘双打比赛中，再度出战的钟
晋搭档施泓宇顶住压力拒绝逆转，在击败对
手后锁定了这枚金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裴晗

救助的野生雪豹
养在动物园供人参观？

鄂尔多斯动物园发文引质疑
当地林草局：发文未经批准，雪豹将放归

9月2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致电鄂尔多斯动物园，一名
工作人员称该动物园并未对外展
示这只雪豹；至于是否展示，需询
问动物园的刘姓管理人员。

记者联系该动物园刘姓管理
人员，询问那篇关于雪豹的已删除
的公众号文章一事，该刘姓管理人
员称“不知情，需询问其他管理人
员再回复”，此后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多次致电该刘姓管理人
员，截至发稿仍未得到答复。

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负责宣传
的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牧民发现雪豹时，雪豹已经
到了牧民的草场，当地派出所的人
员随即在附近连夜蹲守，他们的任

务一是保护雪豹，二是保护牧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相关专家经过观察，
发现这只雪豹表现并不是很机敏，
因为内蒙古只有鄂尔多斯市具备救
助条件，鄂尔多斯方就驱车几百多
公里前往四子王旗救助雪豹。

该工作人员称，内蒙古自治区
林草局在9月20日注意到网络舆情
后，高度重视，立即联系鄂尔多斯动
物园，了解到雪豹目前无明显外伤，
将会对雪豹进行进一步的抽血化验
检查，分析雪豹内脏健康情况。

据其介绍，9 月 21 日清晨，内
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一名分管副局
长和局内多人前往鄂尔多斯动物
园，此外，国家林草局相关人员也
前往该地。21日下午，前往现场的

人员会核实情况，并将再次确认雪
豹是否受伤，若确认雪豹健康状态
良好，将放归。

“鄂尔多斯动物园公众号发布
的信息语言组织有误，未经监管部
门的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
的该名工作人员分析，有可能雪豹
经过救助、身体条件已经基本符合
放归的条件，鄂尔多斯动物园考虑
到发现雪豹的几率不大，准备召开
一个新闻发布会后就将雪豹放归，
未经过监管部门批准就发文引发
了舆情。至于“将雪豹养于动物园
供游客参观”的说法，该名工作人
员回应称，“绝对不允许，也绝不可
能实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卿媛

据新华社9月7日报道，9月5
日晚，一只雪豹出现在乌兰察布
市四子王旗白音敖包苏木，当地
牧民发现后及时报警，辖区民警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考虑到当时
天色变暗、野生雪豹对人和牲畜
具有攻击性，工作人员对雪豹进
行现场守护。

在接到报告后，内蒙古自治
区林草局紧急制定救助方案，指
派鄂尔多斯市野生动物救助站专
业兽医、救护人员赶赴现场实施
救助。6日中午，鄂尔多斯市野生
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考虑到现场救治条件有限，便使
用麻醉剂对雪豹进行麻醉，在捕
捉完成后开展营养救护。

报道称，工作人员现场确认
该雪豹没有受伤，在基本检查、补
充液体后将它转运至鄂尔多斯市
野生动物救助站。相关部门将对
雪豹进行全面体检，并组织专家
根据其体质恢复状态进行野外放
归评估，达到放归标准后选择合

适的环境进行野外放归。
9 月 20 日，一名科普作家将

鄂尔多斯动物园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一篇题为《雪豹已成功搬迁生
活场馆，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
待！》的文章截图并发布到网上。

截图显示，鄂尔多斯动物园
发文称，鄂尔多斯市野生动物救
助站经过会议决定，将雪豹搬迁
至适合它生存的原始环境兽舍
中。鄂尔多斯动物园模拟雪豹野
外生存环境，已将雪豹搬迁至生
活场馆内适应新环境，“在鄂野召
开新闻发布会后，欢迎大家前来
观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
意到，鄂尔多斯动物园发布的这
篇公众号文章目前已删除。

该科普作家还发文质疑，为
何在新华社发文要放归雪豹的情
况下，鄂尔多斯动物园还要“模拟
雪豹野生生存环境”，将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抓”进动物园“拿
来见游客”。

鄂尔多斯动物园发文：欢迎大家来看雪豹

内蒙古林草局回应：绝对不允许供人参观

黑龙江哈尔滨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一人曾连续3天玩剧本杀

福建本轮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超19万

专家称疫情外溢风险已大幅降低

9月21日，在莆田学
院附属医院肺科病房大
楼隔离病房，护士与患儿
一起做游戏。

近日，福建莆田疫情
牵动人心。确诊感染者中
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勇敢
懂事，暂时告别父母，独
自进行检查、治疗。

中秋期间，在莆田学
院附属医院肺科病房大
楼隔离病房，来自福建省
立医院、省儿童医院等援
莆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与
小朋友大手拉小手，一起
猜灯谜、做灯笼、玩游戏，
还为小朋友送上月饼和
礼物。 新华社发

四川队斩获
群众组网球首金

聚 焦 全 运 会

9秒95！
苏炳添夺得

全运会百米冠军

成都疾控特别提示：若您在近
十四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
在城市旅居史，请及时向社区、单
位、旅店报备。社区将根据您的具
体情况安排隔离排查和核酸检测。

同时，成都疾控还特别提醒：
密切关注国内疫情信息。14天内
到过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城
市，或者与确诊病例有交集以及
健康码变红/变黄的市民朋友，要
主动报备。进入工作场所自觉配

合测温验码。近期有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旅居史的来（返）蓉人员，
特别是曾与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
的，请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单位或酒店报备。还要做好健康
监测。关注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状
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
报告单位，及时就医，并主动报告
旅居史和人员接触情况。排查无
异常后再返岗上班。据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客户端、成都疾控

成都疾控特别提示：
近期曾旅哈人员请主动报备

身在鄂尔多斯动物园的救助雪豹 图据鄂尔多斯动物园微信公众号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