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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应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昆明森林防火期内

省内之间往返昆明
目前暂不需核酸检测证明
跨省到昆人员需持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昆明市内核酸检测机构名单和联系电话，详见开屏新闻客户端
1 月 20 日，昆明市应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全市春节前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1 号通告）。通告发布后，
引起市民广泛关注。1 月 21 日，昆明市应对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 1
号通告的相关内容作了具体解答。

01

为什么要对返昆人员加强疫
情防控管理？

进入冬季以来，国内本土疫情呈现多地局部
暴发和零星散发状态，严重影响当地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春运期间，我市返乡加回昆人员明显增
多，人员流动增大，将会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
险。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对返乡回昆人员加强疫情防控管理十分必要。核
酸检测是目前尽早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有效手
段，要求返乡回昆人员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能够
有效降低疫情传入风险，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健康、
平安的春节。

02

通告执行的时间？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执行，暂定至 2021 年 3 月
8 日全国春运结束时结束。

03

返昆人员包括哪些人群？

一是跨省份返乡回昆人员；二是来自本省内
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州市的返乡回昆人员（中高风
险区域内部人员原则上不流动）；三是本省内的进
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
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
员等重点人群；四是省外到昆明出差、探亲、访友、
旅游等人员。

04

返昆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
何获得？

返乡回昆前 7 天内到出发地有资质的核酸检
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返乡回
昆）。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出发地出具的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的，抵达昆明后 24 小时之内，就近到
有资质的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过程中要
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尽可能不乘坐公
交、地铁。

05

谁负责查验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应主动提交给在昆居住地
的社区（村组）查验，并由社区（村组）进行健康管
理。省外到昆明出差、探亲、访友、旅游等人员住
宿酒店的，由酒店负责查验。

06

国内高、中、低风险地区返昆人员怎么
管理？

凡返乡回昆人员，应在出发前 1 周内及抵达当天向目的地社
区（村组）主动报告。对高风险地区返乡回昆人员，一律严格实
施“14+14”隔离观察措施，即：集中隔离 14 天，期间进行 3 次核
酸检测；解除集中隔离后，继续居家观察 14 天，在解除居家观察
前再做 1 次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阴性方可解除居家观察。
对中风险地区返乡回昆人员，
严格实施 14 天居家观察，
期间，
进行 2 次核酸检测，
同时，
居家不得外出，
家人不参加聚集性聚餐、
聚会活动。居住地的社区（村组）每天要对其开展健康监测。
对从国内低风险地区返乡回昆人员，应避免经过或在高中
风险地区停留，全程做好自我防护，到昆时需提供 7 天内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不能提供的，24 小时内，就近到有核酸检
测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方可有序流动，由
社区（村组）负责开展追踪监测。

07

返乡回昆途经高中风险地区怎么办？

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组）报告，由社区（村组）报告辖区
疾控部门，经评估后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08

返昆后又到省外短暂活动后再返昆的需
要重新进行核酸检测吗？

持检测阴性报告抵达昆明后，又到省外短暂停留的，需要重
新进行核酸检测。

09

省内之间往返昆明是否需要提供核酸检
测证明？

目前省内均为低风险地区，
暂时不需要，
但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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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费用由谁来承担？

按照云南省和昆明市的有关规定，
由个人承担。

11

春节后，从昆明返回省外工作地城市之前
是否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返回省外工作地之前，应当咨询当地疫情防控政策，以当地
解答的为准。建议返回之前 7 日内，在昆明做一次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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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风险地区返昆后，出发地确定为中高
风险地区，
该怎么办？

从低风险地区返乡回昆后，若出发地疫情暴发被确定为中
高风险地区的，应当第一时间主动向现居住地的社区（村组）报
告，由社区（村组）向辖区疾控部门报告，并居家等待疾控部门工
作人员上门处理。

13

昆明市域内具备资质的核酸检测机构有
哪些？联系方式是什么？

携易燃物进防火区
最低罚款 200 元
1 月 22 日，昆明市人民政府门户网发
布了《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度森林
高火险期有关事项的通告》。
《通告》指出，
昆明市 2021 年度森林防火期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2021 年 5 月 31 日，其中，2021
年 2 月 1 日—4 月 30 日为森林高火险期。
在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禁止
吸烟、烧纸、烧香、烧蜂、烤火、野炊、使用
火把照明;燃放烟花爆竹和孔明灯;烧山
狩猎、焚烧垃圾;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
品进入森林防火区。森林高火险期内，禁
止野外用火，禁止计划烧除。昆明市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林高火险区,实行封
山并对外发布公告。在封山期限内,除林
草区内的单位职工和居民外,其他人员禁
止擅自进入封山范围。
《通告》明确，违反条例携带火种和易
燃易爆物品进入森林防火区的，未引起森
林草原火灾的,由林草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并处 10000 元以上 20000 元
以下罚款;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责令限
期 更 新 造 林, 对 个 人 处 以 1000 元 以 上
3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20000 元以
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在封山期限内,除林草区内的
单位职工和居民外,擅自进入封山范围
的，未造成损失的,由林草行政主管部门
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 2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由林草行政主
管部门对个人处以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罚款。
本报记者 罗宗伟

全省暴雨预警准确率

平均达 88.84%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 2021 年全省气象
局长会议上获悉，
“ 十三五”末期，全省暴
雨预警准确率平均为 88.84%，强对流天气
预警提前时间平均为 32.8 分钟。
2020 年，我省全面实现地面气象观测
自 动 化 ，全 省 天 气 雷 达 探 测 覆 盖 率 从
68.9%提高到 82.5%。在云南天气气候异
常，
自然灾害频繁叠加出现的背景下，
全省
气象部门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汛
期以来，
提前 2～6 天准确预报 14 次区域性
强降水天气过程。联合水利、自然资源部
门发布山洪地质灾害预警 3784 条，成功预
报地质灾害 81 起，避免人员伤亡 2462 人。
“十三五”期间，云南建成了乡镇全覆
盖 3323 个地面站、5 个高空站、11 个国家
天气雷达站、3 个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组
成的综合气象观测网和高原特色农业、生
态、雷电、交通、旅游等应用气象观测站
网。全省暴雨预警准确率平均为 88.84%，
较“十二五”末期提高了 16.3 个百分点，强
对流天气预警提前时间平均为 32.8 分钟，
较
“十二五”
末期提前了 7.3 分钟。
本报记者 孙琴霞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检测机构名单和联系电话，详见开屏新闻客户端。
本报记者 罗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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