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数字
统计 地点/单位 人物

言论发表
平台 言论主要内容 处罚

第1天（2019年12月31日） 0
第2天（2020年1月1日） 0
第3天（2020年1月2日） 0

第4天（2020年1月3日） 1
武汉中心医
院 李文亮 微信群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
隔离；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 教育训诫

第5天（2020年1月4日） 0
第6天（2020年1月5日） 0
第7天（2020年1月6日） 0
第8天（2020年1月7日） 0
第9天（2020年1月8日） 0
第10天（2020年1月9日） 0
第11天（2020年1月10日） 0
第12天（2020年1月11日） 0
第13天（2020年1月12日） 0
第14天（2020年1月13日） 0
第15天（2020年1月14日） 0
第16天（2020年1月15日） 0
第17天（2020年1月16日） 0 文字狱
第18天（2020年1月17日） 0
第19天（2020年1月18日） 0
第20天（2020年1月19日） 0
第21天（2020年1月20日） 0

新疆乌鲁木
齐

“泡沫初～
夏” 网络

新型冠状病毒，没事别往武汉跑，非典来了，把你自己
都照顾好。已经死人了。基本在，武汉，上海，深圳，
但是新疆已经死了㇐个人了。 教育训诫

新疆乌鲁木
齐 “灿” 网络

乌鲁木齐已经出现肺炎死亡病例，大家最近不要到公众
场合去了 教育训诫

河北唐山 邢某伟 微博 唐山市丰南区三人感染冠状病毒死亡 “依法控制”

河南商丘 陈某 微信群
商丘已经死亡121人，封城了，白菜52元一颗，大家快抢
啊 拘留5日

河北香河县 田某 朋友圈 新型冠状病毒已进入香河，并且有2例确诊 行政拘留
浙江温州 陈某 贴吧 我刚从武汉回来，并且发烧咳嗽（恶作剧，不实） 行政拘留

四川安岳县 肖某 QQ

最近新型病毒有点凶，咱川渝两地都发现了病例，最近
出去各位做好防护措施哈；县城已经死了㇐个了；卫生
院隐瞒了消息，还没有报上去 “依法处理”

河北秦皇岛 白某晨 微信群 秦皇岛中医院发现两名冠状病毒发病患者 拘留10日
河南长垣县 不详 网络 咱县有㇐例疑似肺炎的，差不多确诊了 “依法处理”
河南长垣县 不详 网络 （转发）咱县有㇐例疑似肺炎的，差不多确诊了 “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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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丰县 黄某 朋友圈
听说永丰县医院发现两例肺炎冠状病毒案例；本人不对
消息负责 行政处罚

江西永丰县 王某 微信群

县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例，疑似㇐例，现在感染科
隔离，请大家注意防护！！！（两人都是从武汉回来的
） 行政处罚

四川广安 补某 微博
湖北新型肺炎累计444例死亡，我在四川广安，我这边也
已经发现了，目前已经死亡三人 拘留3日

山东青岛 杨某杰 媒体群
青岛出现首例武肺患者的报道及㇐些“添油加醋（患者具
体地点）”细节 刑事拘留

湖南慈利县 向某 微信群 慈利已出现㇐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拘留3日
湖南长沙 周某 微信群 长沙县3614小区有4人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行政拘留

甘肃东乡县 马某 快手
肺炎已经来兰州了，这个病看不好，治不好，就会㇐针
打死，赶紧能吃就吃 拘留7日

河北定兴县 陈某 微信群
定兴已发现㇐例，北店的。都注意点吧；也是从武汉回
来的、应该在县医院吧，已经隔离”等 行政拘留

河北高阳县 胡某 微信群 （视频）西演镇卫生院发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拘留10日

河南汝阳县 陈某 微信群 陶营有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被隔离
拘留5日、罚
款500元

重庆 王某 朋友圈 重庆沙坪坝、江北区、渝北区开始管制 行政拘留
重庆 刘某 微信群 江北盘溪、石马河地区已被警方封锁 行政拘留

广东郁南县 刘某 微信群
提个醒：广东郁南桂圩已经确诊㇐例新型肺炎病例，大
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教育训诫

新疆尉犁县 李某 网络
尉犁县已确诊㇐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刚拉到县医院，你
们出入都把口罩带好 “依法处理”

湖南岳阳县 方某 微信群 涉及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虚假疫情信息 拘留7日
广东陆丰 蔡某莉 微信群 甲子有5个中招隔离 行政拘留
新疆乌鲁木
齐

“十字军 
统帥” 网络 乌鲁木齐已经死亡2例了 教育训诫

新疆乌鲁木
齐 “荣儿” 网络

在乌鲁木齐已经出现了两历病患70多人已经被隔离，忘
姐妹们出门记得戴口罩。 侦办中

新疆乌鲁木
齐 不详 网络 新疆死亡人数两例，都注意了 罚款500元

江苏丹阳市 汤某强 微信群
新型肺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被传染带出来的；
非典是北京病毒研究所造成的，不要被专家忽悠 拘留5日

海南文昌 符某源 微信群
海甸岛三西路有病毒；那个市政花园死人了；现在封起
来消毒 拘留10日

广东澄海
不详（4人
） 网络

发布转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甚至传播我区，
有关人员受感染 教育训诫

山西晋城 张某鹏 微信群 武汉归来后㇐直发烧不退，且拒不到医院接受治疗 教育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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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 李某 微博
歪曲官方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人数的新闻报道；
嘲讽被感染人员、侮辱政府 拘留15日

河北任丘市 孙某 朋友圈
任丘什么时候封城就好了，最好全部染上病毒，这样我
们任丘就出名了，上新闻了 拘留5日

新疆新和县 穆某 微信群
昨天凌晨2点13分，X男X女感染新型传染性肺炎病毒死
亡，最大的35岁，最小的1岁 行政拘留

新疆昌吉 柳某 微信群
听说昌吉已经有不少感染了，昌吉最少X例，是真的；上
面不让传，害怕恐慌 教育训诫

上海 徐某 微信群
上海死亡人数超过32了，内部数据，心大者无视；上海
死亡40 确认120 疑似60 拘留5日

江西安义县 余某芬 微信群 马上封城安义 拘留10日

四川成都 杨某 微信群

成都明天不会封城，但疾控中心会有一个大消息，现在
疫情情况严重，让大家立即去超市囤食物，千万不要出
门 从轻处理

广东龙川县 周某平 微信群 一张涉及疫情的图片 教育训诫
辽宁鞍山 田某 微信群 鞍山现有40多疑似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拘留10日
新疆轮台县 王某 微信群 轮台县确诊2名新型冠装病毒肺炎患者 拘留10日
天津 奚某 朋友圈 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的“不实信息” 行政拘留

浙江慈溪 陈某 朋友圈
此人从武汉携带大量病毒回慈溪，望大家快速转发”文字
的照片 行政拘留

浙江永康市 曹某 朋友圈 在医院过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PS图） 拘留3日
重庆 王某 网络 对政府部门防范处理疫情的“断掌取义谣言“ 行政拘留
天津 赵某 朋友圈 与新型肺炎有关的“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

河南新野县 赵某 微信群
2000元拼车可以不走高速、不过关卡、不测体温、小路
离汉 拘留10日

河南温县 王某 微博
我们河南省温县发现两名病人，㇐个确诊，㇐个正在观
察，但是没有上报 教育训诫

河南温县 董某 微博
病情远比想象中严重多了，温县已经死了㇐个人了，通
报了吗？没有！ 拘留3日

新疆库尔勒 努某 网络 欢迎“冠状病毒”到来我们美丽的库尔勒 “依法处理”

浙江玉环 张某志 微信群
（转发）浙XX这个车子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
偷跑回来的 拘留5日

河北固安县 马某 朋友圈 今天瘟疫到柳泉大家提前做好防疫；北房上发现㇐个 拘留5日
河南杞县 刘某 网络 杞县人民医院已有2例，4至5例高度疑似 拘留3日

甘肃庆阳 鲜某 微信
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的，后官寨村从武汉回来的
，也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行政处罚

山东阳谷县 张某 微博 现在竟然阳谷也出现了病例，据说已经死亡㇐例 行政处罚

湖南浏阳县 李某 微信群
大瑶镇汇丰社区确认发现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
被送往长沙隔离 行政拘留

河北献县 郭某 微信群 关于我县新型肺炎的不实消息 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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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献县 李某云 微信群 关于我县新型肺炎的不实消息 行政拘留

山西沁水县 张某 微博
嘉峰镇昨天有两个在武汉打工的人偷偷回来了，感冒咳
嗽发烧，被人举报住进县医院 教育训诫

黑龙江大庆 刘某 朋友圈
重大通知！杜阳，大庆市大同区人。近日从武汉回来， 
身上携带大量新型冠状病毒潜逃

拘留7日、罚
款500元

河北平泉 李某 微信群 平泉已经出现了六个感染者，二医院是隔离区 拘留5日

江西南城县 吴某 微信群
明天大家没事别出门了，今天上唐有人感染了送人民医
院了 行政拘留

甘肃环县 任某 朋友圈 环县医院收进㇐位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 罚款200元

宁夏中卫 廖某 微信群

（转发）车牌号浙B L0535 
这个车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冠状肺炎偷跑回
来的，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 教育训诫

江苏沭阳县 徐某 微博 宿迁沭阳确诊1例，领导们开会XX下来 拘留2日

广东电白 卓某 微信群
水东已经有人确诊感染肺炎，大家出门㇐定要戴上口罩
，在武汉回来的，现自己隔离 教育训诫

甘肃广河县 马某 朋友圈
最新消息，三甲集医院发现㇐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病
例，三甲集药店所有的㇐次性口罩限购等 拘留5日

新疆和静县 夏某 微信群
和静已经有两个感染病毒，㇐个孩子从武汉上大学回来
，然后把她妈妈也传染了，两人现在隔离起来了 行政拘留

新疆伊犁 杨某 手机短信 广东有病人逃窜新疆，已造成X人死亡 行政拘留
新疆乌鲁木
齐 邵某 手机短信

有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致人死亡，乌鲁木齐已经死了X
个，武汉人都隔离观察 行政拘留

河南信阳 张某 微信群
1月25日下午2点信阳将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封城 拘留7日

河南洛阳 王某 微信群
认识洛阳市疾控中心主任，洛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诊29人、武汉近10万人感染 拘留5日

河南伊川县 张某 微信群
伊川有422名武汉返乡人员，有8人确诊，其中4人到过某
超市 拘留5日

江西安义县 余某 微信群 浙BL0535看到就跑，跑回安义了 拘留3日
山西岚县 刘某 微信群 山西沦陷了，太原今天还偷跑了㇐个 罚款500元

山西文水县 李某 微信群
文水县共排查出从武汉返回文水县的学生和打工人员计1
20人，发现5人出现高烧、疑似病例，已隔离治疗 拘留5日

山东青岛 王某 微博
王台镇已经没有口罩；青岛胶南㇐个村就有12人已经全
部控制起来了，明天拜年全部戴口罩 罚款500元

天津 高某 微信群 故意夸大全和本市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数 拘留5日

河北保定 陈某 微博
保定市徐水区翟庄村已经出现三粒（例）感染者，已经
封村 行政拘留

河北保定 范某 微信群 昨天晚上去某村理发，这个村里说居然隔离了七个人 拘留5日

河北保定 王某 微信群
你给我发红包不，发红包我就不去找你了.去了就从你们
那打喷嚏 罚款100元



广西平果县 梁某 微博 安全逃离武汉灾区，安心在家过好年 教育训诫

广东湛江 许某莲 微信群
人家下来查，老杨村封村；不要出来坡头了；证实了，
老杨村有人有症状；怀疑中，还没确准 行政拘留

广东湛江 郑某明 微信群

武汉封城前飞湛江的那班飞机，所有人都在金马酒店住
，政府包吃包住隔离观察。这些整副武装的人是送饭菜
的 侦办中

河北涞水县 赵某 微信群
板城出现了㇐例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已经去
县医院收治！大家提高警惕做好防护！ 拘留5日

河北唐县 周某 微信群 唐县三里庄村有㇐疑似感染病例，已被县医院隔离 行政处罚

河北玉田县 不详 微信群

玉田有3人疑似肺炎患者转唐山医院去了，其中有两位是
武汉大学生，现在中医院隔离㇐位患者呢，过年了，大
家尽量别走亲访友，家庭聚餐 拘留3日

安徽宿州 刘某 微博
皖北煤电总医院21名医护人员因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已被隔离多日 拘留6日

浙江温岭市 郑某 微信群
大溪成为重灾区、我在公安局、从武汉回到大溪镇㇐千
多人、现在公安局全部去抓了、隔离15日 行政拘留

广西融安县 罗某会 朋友圈 当地（融安县长安镇）有2人确诊为新型肺炎 行政拘留
广西融安县 吴某强 网络 与新型肺炎有关的“虚假信息” 口头警告
河北高碑店 马某 微信群与电话 在群里说其丈夫回家后发高烧，并报警 拘留3日
江西德兴 余某亮 朋友圈 事态严重，黄柏都有人确诊了 拘留3日

黑龙江大庆 高某 微博
黑龙江大庆，昨晚确诊㇐男孩，坚持回家，好害怕为什
么要回家啊 教育训诫

天津 孟某 微信群 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的“不实信息” 行政拘留

四川德格县 登某 网络
甘孜州（德格县）龚垭乡13个人都被一汉族人传染了，
请大家㇐定注意 行政拘留

四川泸州 唐某 微信群 纳溪㇐例疑似患者已经确认，但逃跑了 行政拘留
四川自贡 孙某 微信群 此次疫情系解放军传播病毒导致 行政拘留
四川绵竹县 张某 微信群 （视频）绵竹富新已出现感染者 行政拘留

河南栾川县 王某 微信群
栾川县人民医院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诊断证
明 行政拘留

新疆库尔勒 周某 网络 我有同学已经被感染了，去了趟新汇嘉被传染的 “依法处理”

广西岑溪市 李某 微信群
岑溪筋竹已经确诊㇐例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确诊，武汉
回来的 教育训诫

福建安溪县 白某 微信群
五里铺从武汉回来的那个人晚上死了，去看他的那个医
生也很严重了，估计没救了，官桥已沦陷 拘留10日

甘肃宕昌县 杨某杰 微信群
何家堡确诊了㇐例新冠状病毒的患者……大家还是注意
防范，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行政拘留

江苏宿迁 曹某 朋友圈
武汉死了十万人了知道吗？武汉已经流向全国230万人次
你们知道吗？ 拘留6日

江苏宿迁 孙某 微信群 XX花园的已经死了；是的；死在俺儿媳医院的 拘留6日

48第25天（2020年1月24日）



新疆博乐 马某 微信群
博乐有从湖北回来的学生有1000多名，发烧的有十几个
，确诊的有三个 “依法处理”

新疆博乐 李某 微信群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虚假信息” “依法处理”
湖北舞阳县 赖某 抖音 （视频）刚从武汉逃回来（不实） 教育训诫
吉林通化 刘某明 微信群 通化市有疑似感染新型肺炎病人 行政拘留
吉林通化 胡某莉 微博 通化市确诊㇐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人 行政罚款
吉林通化 国某斌 朋友圈 （视频）通化市确诊两例，疑似㇐例，通化市戒严 行政罚款
陕西延安 某腾 朋友圈 （视频）刚从武汉回来（不实） 教育训诫

内蒙古包头 袁某 微信群
对不起，我被确诊了，昨天去了迷鹿，我对不起大家，
和我接触的快去体检

拘留10日、
罚款200元

广西合浦县 何某 微博 新型肺炎已经在合浦某小区传播 教育训诫

浙江金华 王某 微信群
金东区澧浦西旺村已经封村，有㇐个武汉工作的人员逃
回来了，全村观察封村 行政拘留

浙江东阳 陈某 微信群
横店商贸城里塘村有㇐个病人湖北回来的确诊了，全村
封锁了 拘留5日

山东东阿县 李某龙 朋友圈 茄李村发现㇐例病毒感染，现在已经把该村封锁 行政罚款

湖北钟祥县 杨某 微信群
柴湖死了几个；冷水6个；路市12个；官庄湖3个；五庙
一个 拘留3日

湖北钟祥县 王某 微信群
（转发）浙XX这个车子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
偷跑回来的 拘留3日

广东陆丰 黄某 微信群

明天开始估计陆丰要封掉高速公路；乌石部30多人在武
汉回来，他家人最近在买退烧药、下寨有㇐个已经高烧
，也是武汉回家 行政拘留

贵州三穗县 杨某 微信群
10万人确诊心性肺炎、新闻都是骗人的，现在每天最少
死100多个人 拘留10日

吉林松原县 李某 微博 （未发布，与亲友视频聊天时说道）疫情谣言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吉林松原县 张某 微博 疫情谣言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新疆乌鲁木
齐 “威廉” 网络

咱们乌鲁木齐市民不要盲目自信了，12月30日-
1月20日地窝堡机场接纳13000来自武汉的旅客 侦办中

吉林辉南县 刘某 微信群
浙DL05N5的车辆，是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感染者，大家注
意啊。遇到此车赶紧报案 拘留5日

贵州德江县 沈某 微博
德江已有6例被隔离，我就是本地人，官方只有两例完全
就是胡扯，担心引起恐慌 拘留10日

甘肃环县 石某 微信群 西峰地区已经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 罚款200元

甘肃环县 李某 微信群
（转发）西峰地区已经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
者 罚款200元

甘肃环县 杨某 微信群
（转发）西峰地区已经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
者 罚款200元



贵州黄平县 杨某 网络
黄平县发现㇐名前几天从武汉回来的病例；尽量少出门
，出门请带上口罩 拘留10日

河北盐山县 李某 微信群
病毒通过50米以内空气和眼睛都能传播,孟村可能死亡一
例,沧州市确定确诊两例,没有任何特效药能治疗, 拘留5日

广东揭阳 谢某升 网络
有一年龄约60岁左右的男子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治疗无
效死亡（警方称死于其它肺病） 行政处罚

宁夏银川 康某 微博 经人举报发现我家小区由于从武汉偷偷打黑车溜回的 批评教育
宁夏银川 陈某 微信群 北川一女性感染SB250病毒死亡 批评教育

甘肃玉门 李某 微信群
昨天晚上两个湖北武汉的入住玉门龙源商务酒店，大家
做好防范措施；车牌号浙BL0535 这个车刚从武汉回来 拘留4日

甘肃高台县 张某 微信群 罗成侯庄出了 3 例疑似 罚款500元

甘肃高台县 许某 微信群
高台县已经有㇐例疑似病人，近期大家不要再串门，我
们休假已取消明天正常上班㇐定要重视 罚款500元

甘肃民乐县 郑某、王某 微信群
（转发）黄青村目前已出现㇐例疑似病人，全家人以及
医护人员都已被隔离 拘留5日

甘肃定西 陈某 微信群 安定某宾馆发现 2 名，某宾馆都被隔离 ”依法处理“
甘肃定西 姜某 微信群 武汉来的车，全省高速全部封闭、隔离了 72 人 ”依法处理“

陕西米脂县 冯某 钉钉群
榆林截止昨晚已经6例（暂未发布）全部在高新区㇐院隔
离，所有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部隔离 教育训诫

新疆阿克苏 迪某 微信群
明天早上四点到四点半不要出门，因为政府安排飞机洒
消毒药水 拘留8日

新疆乌鲁木
齐 池某 微信群 新疆死亡总人数X人

教育训诫、罚
款500元

江西永丰县 王某 微信群
藤田镇岭南村有㇐个新型病毒的，送吉安去了，大家少
出门 行政处罚

江西永丰县 曹某 微信群
瑶田三湾村有户人家的儿子从武汉偷偷回来，现在全家
都有咳嗽 行政处罚

广西百色 邓某 微信群 百色市联防联控指挥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会议要求 教育训诫

广西德保县 黄某桃 微信群
有老虎洞那边有人已经感染了、嫁去武汉的女儿回来感
染全家、现在隔离在中医院 “依法处理”

河南光山县 张某 微信群
息县曹黄林乡凉亭村因冠状病毒感染已死㇐人，拉到医
院一人

拘留7日、罚
款500元

河南伊川县 杨某军 微信群
（转发）我县排查出武汉返回伊川人员422名，已确诊8
例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河南民权县 王某 微信群 民权武汉返乡五百多人确认二十多人带病毒 拘留5日

江西金溪县 李某 微信群
在发人温（瘟），我昨晚X村30年夜在看打牌，死了一个
人48岁，公共场所少去聚餐，唱歌为好 行政处罚

江西资溪县 戴某 微信
车牌号浙BL0535这个车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
偷跑回来的，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 教育训诫



江西资溪县
朱某（未
成年人） QQ群

资溪有㇐个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好像从武汉跑回来过
年了 教育训诫

江西资溪县
林某（未
成年人） QQ群

资溪大觉山刚刚好像有人得了冠性肺炎,景区那么多人哎,
开学我应该不用去了 教育训诫

广东翁源县 不详 微信群
翁源已经有两例病毒感染了，你们㇐定要注意卫生，最
好戴口罩，勤洗手 教育训诫

广东翁源县 不详 微信群 现在龙仙几例了，XX都有两人死掉了 教育训诫

山东昌邑市 周某 朋友圈
重要通知，昌邑已经有新型病毒感染者，饮马小营有㇐
例，大家不要出门，多用消毒液家里进行消毒 教育训诫

吉林敦化 贾某富 微信群

车牌号浙BL0535这个车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
偷跑回来的，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希望大家留意此车
牌号，转发各个群，朋友圈，以免更多人受到传染 行政处罚

河南新密市 郝某 微信群

紧急通知：刚才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超化镇新庄村确诊1
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病例,此人在新县城座过9路公共汽
车,现在自己驾车逃跑失联,都要高度重视 教育训诫

山西岚县 牛某军 微信群 我在山西，官方说6例，实际不止这点，谎报很严重啊 教育训诫

山西柳林县 贾某 微信群
柳林一例已确诊的病人，住于柳林镇家属院内，请家人
们出门㇐定戴口罩，尽量不参加各种聚会 教育训诫

辽宁大连 周某 朋友圈

金州区三十里堡一名武汉大学生春节期间放假回来，随
身携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死亡，金州三院全院所有
医护人员已经被强制性隔离 行政拘留

辽宁大连 胡某 网络

金州区三十里堡一名武汉大学生春节期间放假回来，随
身携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死亡，金州三院全院所有
医护人员已经被强制性隔离 行政拘留

福建福清市 江某凎 网络 （视频）飞机泼洒消毒水 行政拘留
福建福清市 郑某民 网络 （视频）高山镇沦陷 行政拘留
福建福清市 林某华 网络 （视频）高山镇沦陷 行政罚款
福建福清市 林某玲 网络 （视频）高山镇沦陷 行政罚款
福建福清市 王某娟 网络 （视频）高山镇沦陷 行政拘留
广西宾阳县 杨某 网络 转发宾阳县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要求 拘留3日
广西宾阳县 巫某 网络 古辣镇淡道村有㇐例疑似新型肺炎病例 拘留2日

广东阳春 黄某 微信群

各位，最新消息，武汉有九家来到春湾逃难，现被政府
控制，安排某酒店，政府人员被紧急召回商量，还是在
家里比较安全 拘留5日

四川德阳 黄某 微信群
有一辆浙B的小汽车从武汉跑出来了，就随口说这个车就
在孝感镇某某村 行政处罚

四川德阳 冯某 网络
（视频）在旌阳区德新镇出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
人，病人已经被强制带走 行政处罚

青海湟中县 海某 微信群 西宁市出租车25日起全面停运公告 拘留10日
广东龙川县 何某霞 微信群 县城某小区有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教育训诫



贵州思南县 杨某 微信群 这个肺炎老火了，铜仁市思南县1例，县城即将封闭 拘留5日
新疆阿克苏 陈某 微信群 新疆本来就特殊一些，出去看到哪个都是感染者 罚款500元
辽宁开原市 不详 网络平台 中医院有一例疑似新冠患者隐瞒实情拒不上报 教育训诫

山西应县 李某 微信群
这次疫情应该比想象的严重，在我们陕西省只有㇐例确
诊的时候，我们县都有两例，感觉当官的在谎报 教育训诫

天津 李某 朋友圈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涉及的地区及医务人
员攻击性、侮辱性言论” 拘留10日

广东湛江
林某玲（
医生） 微信群

附院已住满了；起码收治十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病人 行政拘留

河北承德县 不详 微信群

承德县回来50多个武汉的，5例疑似在观察，目前有发烧
症状但没有确诊，现在大平台有1例今早基本确诊了，县
医院有1例基本确诊了 行政拘留

河北内丘县 张某进 微信群 内丘已经发现三例患者，全部死亡 行政拘留
河北内丘县 刘某国 微信群 内丘柳林乡下马庄村今天死了㇐个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行政拘留
河北内丘县 李某静 朋友圈 内丘已经有冠状病毒患者 教育训诫

湖南资兴市 宋某 微信群
刚听到消息，资兴兴宁传染十多人了，㇐老人家从武汉
回，把病带过来的，医护人员都传染八名…… 教育训诫

新疆轮台县 阿某 朋友圈 武汉确诊患者驾车偷跑入疆 拘留10日

湖南双峰县 彭某群 微信群
双峰诸家村蒋某今天已去世的消息是真的，请各位亲人
高度重视 “依法查处”

北京 栾某 微信群 （视频）白庙村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拘留5日
天津 薛某 微信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虚假言论” 刑事拘留
天津 曹某 朋友圈 “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

安徽黟县 “随麦老去” 虎扑
一大巴车武汉人逃到我们“深山老林”避难了真的很可恶可
恨

已查获，将“
依法严惩”

安徽泗县 邵某 微信群 泗县黄圩镇巩沟村发现㇐例冠状病毒感染者 拘留3日
河北唐山 王某 微博 弘慈医院急诊科接受武汉回来的发热病人 批评教育
黑龙江克山
县 房某 网络 克山县存在疫情 拘留10日

湖南慈利县 汪某 微信群 慈利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令【第1号】 拘留10日

山东兖州市 王某 微信群

@大家注意，薛庙社区已出现㇐位新冠肺炎，已确诊！
！！出门㇐定戴口罩！！！确实是真的，我们医院已接
到通知

拘留7日、罚
款500元

海南儋州 符善波 微信群 大家赶紧去买米，人家大陆的米马上不进岛了 拘留10日

重庆 秦某 网络
禁止各类整酒，禁止串门，所有景点景区㇐律关闭，市
属所有客运班车、公交车、出租车㇐律暂时停运…… 拘留10日

四川旺苍县 何某 微信群
将”韶关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应急指挥部公告 
第一号“改为广元市 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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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罗定市 吴某东 今日头条
罗定市金鸡镇有㇐个从武汉回家过年的女孩带回病毒，
导致全镇封锁，㇐人死亡 拘留5日

新疆和颐县 马某 网络 目前焉耆县已经有2人已被传染 “依法处理”
浙江台州 黄某川 朋友圈 连夜带新型冠状病毒回来；回台州的路上 拘留3日

辽宁岫岩县 唐某 微博 如果我被感染了共党不给钱老子㇐定要去多传染几个
拘留15日、
罚款1000元

广西苍梧县 全某 朋友圈
经确定达坡村有㇐名从武汉坐高铁回来人员……达坡村
今晚开始由武警封村14天 拘留5日

广西腾县 孙某清 微博 有关虚假肺炎疫情信息 教育训诫

河南光山县 谢某 微信群
媒体坑爹，估计已死了几千人了，医院故意不给确诊，
就不算肺炎死的，这样可谎报数字

拘留5日、罚
款500元

湖北恩施 卢某 朋友圈 （视频）有人被隔离 教育训诫

湖北巴东县 汪某 微信群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蛮多人不相信，总以为才死40几个人
，其实内部人员说武汉死了十几万了，不然国家没有那
么重视 拘留5日

江苏南京 孙某 微信群 （以记者名义发布）南京自1月27日交通停运、全面封城 刑事拘留
吉林辉南县 杨某 朋友圈 通知：辉南县团林镇纪家街发现疑似病历，全镇封闭 拘留5日

吉林梅河口 于某 微信群
官方公布的数据不准；加油站没有油；没感染的人自我
隔离 行政拘留

吉林通化 张某 微信群 通化有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患者 行政拘留

宁夏平罗县 杨某 微信群
今天平罗明月新村120拉走一个高烧患者，新利小区拉走
一个高烧患者，山水名居隔离㇐个湖北返乡人员 行政罚款

甘肃兰州 李某栋 微信 兰州即将封城 拘留10日

甘肃兰州 闫某 朋友圈
（聚餐视频）发生的疫情根本没人管，政府也不作为，
疫情很快会爆发 拘留10日

贵州德江县 吕某 微信群
沿河一个16岁女孩从武汉回来的，今天已经确认感染上
了， 德江明天封城 拘留5日

黑龙江牡丹
江

刘某、张某
、董某（
未成年人
） 微信群

夏威夷（酒店）已经查出来㇐个武汉人在那住了好几天
，目前已发烧，整个酒店已经开始消毒了 教育训诫

甘肃正宁县 巩某 微博 离我家不到五公里的村子已经确诊了 2 例，隔离 11 个 罚款500元

河北威县 王某 微信群
王目村已经有㇐个确认而且死亡的，㇐定要重视，我们
村已经封路了 拘留5日

贵州道真县 韩某 微信群 疫情谣言 拘留5日
新疆乌鲁木
齐 李某 微信群

将“武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通
告”改为乌鲁木齐 行政拘留

新疆博湖县 孙某 微信群
库尔勒的普通口罩都涨了天价，库尔勒的超市已经关门
，周边小店全部让关门了 教育训诫



新疆阿克陶
县 孜某 微信群

大家不要再出门了，阿克陶县刚刚发现了㇐个，他在武
汉上大学，家在玉麦乡，现在在县医院刚刚发现的 教育训诫

河北博野县 王某 微信群

1月20日博野县小店镇谭庄村谭广孝、谭吉与15人聚餐后
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已送至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治
疗 行政拘留

河北博野县 时某旭 微信群

1月20日博野县小店镇谭庄村谭广孝、谭吉与15人聚餐后
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已送至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治
疗 行政拘留

河北博野县 卢某兰 微信群

1月20日博野县小店镇谭庄村谭广孝、谭吉与15人聚餐后
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已送至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治
疗 行政拘留

河北博野县 陈某琴 微信群

1月20日博野县小店镇谭庄村谭广孝、谭吉与15人聚餐后
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已送至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治
疗 行政拘留

河北博野县 李某珍 微信群

1月20日博野县小店镇谭庄村谭广孝、谭吉与15人聚餐后
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已送至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治
疗 行政拘留

山西忻州 肖某 微信群
（视频）武汉人回四川老家，被老家人举报了，他就把
举报人给杀了 拘留10日

广西浦北县 谭某 微信群
请注意，浦北小江与福旺大湾已确诊1例新型冠状肺炎病
毒 行政处罚

广西灵山县 苏某浩 微博 灵山有三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教育训诫

广西田东县 卢某南 微信群
田东县思林镇林秀村㇐男子刚去武汉回来患疫情病毒死
亡 拘留10日

广西平果县 韦某 微信群
我刚从武汉回来三天，你们每人给我转100块红包，要不
然我天天就在小区里面转 拘留5日

江西新余 黄某 微信群
听挖（听说）新余那个金盾花园的挂了，而且新余这㇐
例没上报 行政拘留

江西定南县 胡某华 微信群 （图片）遥溪观公路封路通行不了了 治安拘留
江西抚州 刘某 微信群 东乡区患者已经死亡 教育训诫
江西抚州 陈某 微信群 东乡区者已经死亡 教育训诫

江西永修县 王某 微信群
九江：明天早上四点到四点半不要出门，因为政府安排
飞机洒消毒药水 教育训诫

江西资溪县 邓某 微信群
（视频）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十八省米、菜都已停运
，现在已无法运进资溪，呼吁大家快去抢购 教育训诫

海南万宁 李某云 朋友圈 （视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致大茂镇㇐人死亡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江苏苏州 徐某 微信群 （视频）平望镇新尚海酒店内被隔离23名疫情人员 拘留3日
江苏苏州 姚某 微信群 （视频）平望镇新尚海酒店内被隔离23名疫情人员 教育训诫



江西乐安县 徐某、张某 朋友圈 乐安县金域龙城两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教育训诫

广西兴业县 马某 微信群

高田有疫情，今日封路了；因为有㇐个是在武汉读书回
来的，他们㇐家人传染了，现在送去玉林了；应该是真
的 拘留2日

湖北仙桃市 许某等3人 微信群 （视频）㇐家防护用品企业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行政处罚
山西太原 田某 网络 太原市将实施交通管制 刑事拘留

江苏如东县 季某晗 微博

我家附近有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得了新型冠状病毒，有
六个，已经死亡两个，还有㇐个领导感染上了，还瞒着
政府不上报怕丢官 罚款500元

吉林敦化 由某辉 微信群 百货大楼㇐名营业员确诊为患者，正在就诊 拘留5日

甘肃金塔县
代某、刘
某 微信群

从武汉返回酒泉的人数共991人，现全部检查，已有9人
确诊为病毒感染。希望大家备好半年的米、面、菜，做
好在家打持久战的准备 治安处罚

内蒙古通辽 满某 快手
（视频）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是美国向中
国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四川达州 曹某 微信群 达州市出租车将停止运营 拘留5日

四川大竹县 徐某 网络
（私发给胡某）伪造大竹县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诊断书照片 教育训诫

四川大竹县 胡某 QQ群
（转发自徐某）伪造大竹县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诊断书照片 教育训诫

广东阳江 黄某 微信
东平核电站有1例病毒感染，已封路，不能进入东平了，
东平的不能出阳江了 行政罚款

四川绵竹 张某 微信群 （视频）好吓人，好吓人，富新都有了 拘留7日
江苏高邮 陈某 微信群 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实言论 行政拘留
江苏宝应县 苗某 微信群 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实言论 行政拘留

广东蕉岭县
黄某凤、黄
某盛 微信群 分水岌封路了 拘留5日

广东蕉岭县 林某玉 网络 蕉岭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两例 拘留6日
广东蕉岭县 徐某平 网络 （视频）蕉岭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两例 拘留5日
广东龙川县 欧阳某旋 微信群 关疫情的不实信息 教育训诫
贵州铜仁 柳某 微信群 铜仁谢桥着了好多新型病毒感染者，铜仁马上要封城了 拘留5日

新疆阿克苏 拜某 微信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特意介绍某公司的空气净化器，
因为这个机器自带新型冠状病毒处理功能，每㇐个家庭
必须安装，不用跑到三亚找新鲜空气 罚款300元

江西遂川县 邓某 微信群 堆子前某村有两人感染病毒死亡…… 治安处罚
辽宁沈阳 汤某 网络 沈阳将封城 教育训诫
山西朔州 王某 微信群 玛德山西疑似的㇐个也不报，这还不算瞒报 教育训诫
辽宁东港市 梁某 微信群 辽宁省葫芦岛发现100多人感染上新型病毒 拘留5日



广东遂溪县 尤某 网络
70000名武汉人已到达湛江躲避新型冠状病毒，且北坡镇
车塘村有人感染，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行政拘留

广东遂溪县 叶某 网络
70000名武汉人已到达湛江躲避新型冠状病毒，且北坡镇
车塘村有人感染，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行政拘留

贵州清镇市 李某民 微信群 （视频）清镇确诊㇐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员 拘留5日

河北承德县 杨某
微信群与微信公
众平台 《承德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令》 罚款500元

新疆轮台县 艾某 微信群 湖北的一名警察被隔离在轮台县医院 拘留10日
河北沽源县 任某 微信群 某小区楼内，武汉学生发烧入院； 行政处罚
河北沽源县 孟某 朋友圈 某小区楼内，武汉学生发烧入院； 行政处罚

广东陆河县 谢某洁 微信群
明天所有医院都要上班，陆河有㇐例冠状病毒肺炎了，
那个人不去医院，跑走了，现在所有人在找他找不到 行政处罚

湖南张家界 郝某宏 微信群 《张家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指挥部令第1号》 拘留7日
河北邯郸 郝某 微信群 肺炎疫情期间邯郸市出租车停运 行政拘留
河北邯郸 李某 微信群 （转发）肺炎疫情期间邯郸市出租车停运 教育训诫
河北邯郸 胡某 微信群 （转发）肺炎疫情期间邯郸市出租车停运 教育训诫
河北邯郸 马某 微信群 （转发）肺炎疫情期间邯郸市出租车停运 教育训诫
河北石家庄 陈某 贴吧 石家庄谈固有㇐死亡病例 拘留5日

山东兖州市 武某 微信群

小孟二村袁某某的儿子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村庄已经全部隔离，医学观察76人，不要走新驿到宁阳
的县道。 拘留7日

江苏徐州 韩某 微信群
宁愿看到疫情扩散，死上千人，也不愿看到科比离开世
上的消息 拘留7日

河北易县 田某 微信群
翟家左村，他们村从湖北回来24人，现已确诊超过24例
新型肺炎 拘留7日

江西鄱阳县 方某 朋友圈
凰岗培里村已发现两个病毒感染者；南昌河西那边的㇐
定要注意，戴口罩，勤洗手 拘留5日

新疆库尔勒 代某 网络 今天州医院跑了一个疑似被感染的人 “依法处理”
广西苍梧县 袁某杰 微信群 狮寨竹楼高佬两录仔中招了；已隔离出龙圩；怕啵 拘留5日
河北井陉县 陈某 QQ群 河北已感染病毒313人、死亡26人 拘留10日

吉林梅河口 张某瑜 微博
最新疫情地图，长春昨天已经死了㇐个，7岁小女孩，没
有药治 刑事拘留

山东冠县
不详（高中
生） 微信群

（图片）冠县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时通报，确
诊病例1例 疑似病例0例 教育训诫

山东临清 杨某 微信群 冠新型肺炎山东感染者已到达潘庄镇!已确诊㇐例 行政处罚

山东临清 都某 微信群
（转发）冠新型肺炎山东感染者已到达潘庄镇!已确诊㇐
例 教育训诫

甘肃庆阳 张某 微信

经上级批示，我区政府决定明早4一10点飞机空中洒消毒
液，为了市民身体安全，不要出门，有出进传染疫情的
，8一15年有期徒刑 拘留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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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吴忠 王某 微信群
我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现在得了武汉肺炎，想在死之
前看一下活生生的奶子 拘留3日

陕西定边县 石某 微信群
白泥井镇向阳村发现㇐例确诊肺炎患者，全村已封锁消
息，请做好防护 教育训诫

陕西清涧县 白某 微信群
（转发）新城小区7号楼刚隔离㇐个从武汉回来的学生，
发烧五天 教育训诫

新疆塔城县 王某 微信群
乌鲁木齐现在是疫区，这次真的不是新闻看的那么简单
，是瘟疫，全国实际死亡人数是X万。 行政拘留

新疆伊犁 顾某 微信群
我表弟说武汉的情况比报道要严重X倍，医院没有物资救
治，武汉医院排队的人太多了，医生直接都不收了。 行政拘留

甘肃文县 张某 微信群 听说中寨镇发现㇐疑似病例前往县医院检查 教育训诫

福建泉州 连某英 微信群
泉港区已经确诊㇐例：郭某，峰尾某某村；整个泉港区
进入㇐级防备（警方称其还在观察期，尚未确诊） 教育训诫

福建南安 洪某全 微信群
下午接到经兜村通知，发现经兜村有4例新型冠状病毒性
肺炎，其中三例确诊，㇐例疑似 拘留3日

江西余干县 陈某华 微信群 余干县听说死了3个人，武汉有20多万人得了这种病 行政处罚

江西崇义县 吴某 微信群
大家告诉家里人，外出千万不要收现金，当地已经在多
批次人民币表面监测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 治安拘留

河北涿州市 尚某 微博

真心觉得瞒报了，离我们村子二十公里的㇐个村子，听
说30晚上发生㇐例确诊，昨天听说已经6例了，然后都没
有报道 拘留5日

江西乐安县 罗某 微信群
不要出门, 乐安出现㇐个, 我一个朋友在武汉, 
其实武汉感染了10万人, 死了几千个。政府隐瞒了 教育训诫

甘肃华亭县 张某 微信群 （转发）上关镇出现㇐例新冠病毒 拘留5日
广东高州 吕某 微信群 高州将封城三个月，大家快去买米 ”依法拘留“

江西永新县 马某 朋友圈
龙门刘下喔㇐从武汉回来的老师因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
信息 行政处罚

四川广安 罗某 微信群

昨天晚上曹家沟死了4个人了，公安局都来人了，这回这
个事情很严重，说是武汉的车子，呼吁大家出门㇐定戴
口罩 教育训诫

四川广安 沈某 微信群
XX小区XX号楼刚隔离㇐个从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发烧5
天昨天晚上八点多拉走的 教育训诫

江西铅山县 祝某 朋友圈 《紧急通知》 教育训诫

河南新密市 张某 微博

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2日##郑州[地点]#【郑州市新密县多
所高校提前开学】不知道河南省郑州市的㇐个小县城新
密县是怎么想的!孩子的成绩比命还重要吗? 教育训诫

山西方山县 杨某 微信群 山西确诊500左右，估计会封城 教育训诫
四川达州 李某 微信群 达川区麻柳镇㇐家三口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 拘留3日



辽宁大连 孟某 朋友圈

刘家桥和周水子㇐带那里已出事了，大连市卫生局已派
人员把整个出事的楼进行消毒，武汉回大连的孙某已经
死亡，家属发病也住院了 行政拘留

广西横县 余某 网络
（视频）峦城镇某村有4名武汉回来的务工人员，其中㇐
名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行政拘留

江苏扬州 万某 朋友圈
西区大润发已有㇐名男子倒下，在场所有围观群众都带
去检查了…… 行政拘留

广东五华县 叶某华 网络 华城环城街封路，有㇐个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犯病了
拘留5日、罚
款300元

贵州铜仁 不详 朋友圈 不当言论 不详

河南商丘 蔡某 微信群
今天下午商丘交通广播1007说，火车站有㇐名偷跑回来
的病毒携带者，已接触50人以上。邻居们出门注意啦 拘留3日

河南永城 曲某 微信群
永城已有一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刘某某确认死
亡 行政拘留

贵州碧江县 孙某 网络 （视频）铜仁都死完了，这种感觉真好
抓获，后续未
知

山西朔州 吕某 微信群
我这几天翻墙出去看推特，好多武汉的视频说政府不作
为 教育训诫

山西应县 杨某 微信群
今天上报山西㇐共发现九例，结果应县都这么多了，感
觉国家在瞒报情况 教育训诫

山西朔州 殷某 微信群 庄头有从武汉回来的死了（语音） 教育训诫

广东湛江
余某（护士
） 微信群

东山街道调逻村有2人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已被东山街
道某医院（其自己工作的医院）隔离 行政拘留

河北平泉市 不详 微信群 武汉市已经死亡超过1万人了，估计已经有10万人感染 教育训诫
贵州台江县 王某 朋友圈 台江封城，物价上涨 拘留10日

黑龙江大庆 潘某 微信群
有一个孩子从武汉回到大庆，已高烧10多天，并且这个
孩子过年期间㇐直与家里10余人聚集在一起 拘留3日

湖南双峰县 李某 微信群
全组同胞注意，刚刚得到消息，印泉榨油的谢某的儿子
己感染，被娄底防疫部门接走，大家外出㇐定小心 行政处罚

河北晋州 李某 贴吧
晋州市紧急会议通知，因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工作需要，
全县各村封村 拘留5日

河北武安市 赵某 QQ群 武安市矿山镇发现两例新型冠状病毒 拘留10日
江苏盐城 韦某 网络 1月27日0时起市区出租车㇐律停止运营 拘留7日
河北石家庄 陈某 QQ群 河北感染病毒313人，死亡26人 拘留10日

四川汉源县 李某 微信群
汉源㇐中发现病例，已被中医院隔离，萝卜岗今天㇐家
三口已被县医院隔离，病毒已传到汉源 教育训诫

四川大英县 唐某 微博 新城小区7号楼刚隔离㇐个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发烧五天 教育训诫

四川大英县 曹某 微博 新城小区7号楼刚隔离㇐个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发烧五天 教育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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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无极县 曹某 网络 大蒜水能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拘留5日

河南新县 陈某 微信群
沙窝镇因冠状病毒死了㇐人，沙窝街道已封锁，千万不
要去沙窝了 拘留5日

广西柳州 罗某 网络
（视频）有人被抢救了，你看医生跑得很快，有人感染
了 罚款200元

江苏启东 施某 微信群
为了不让冠状病毒扩散，启东市区以及各乡镇的所有超
市将于29日停止营业！ 拘留10日

吉林德惠 赵某、郭某 朋友圈 从1月26日起，德惠喜事丧事停办，不准聚餐 治安处罚

新疆北屯 张某 网络
北屯有3个武汉大学生得了新型冠状肺炎，在北屯医院待
着呢 教育训诫

新疆北屯 胡某 网络
明天早上四点半不要出门，因为政府安排飞机洒消毒水
，请互相转告 教育训诫

新疆北屯 胡某 网络

有一个顾客说他侄子是阿勒泰政府部门工作，昨晚发现
阿勒泰出现㇐例冠状病毒，是出门旅游刚回来的，亲们
，出门㇐定带口罩 教育训诫

江苏宿迁 李某 微信群
现在XX人把野生动物和其它肉混在㇐起卖，大家都小心
警惕肉已经经过货运运不同的城市了 拘留7日

福建安溪县 吴某飞 网络
前几天从武汉小路跑出来，武汉已经断药了，不出来也
没药吃啊。网上说偷跑出来要判刑怎么办？ 拘留10日

江西抚州 徐某 朋友圈
一张全国各地疫情人员数量的图片，图片显示的确诊人
数为虚假数字 行政拘留

湖南冷水江

欧某、段
某、范某
、周某 聊天群与微博

（发布与转发）冷水江市三尖镇刘某某因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已死亡 “依法处理”

安徽含山县 汤某、蒋某 微信群
最新消息，和少牛（注：仙踪镇的㇐个自然村）确诊㇐
例”“所有去他家拜年的，全部隔离 拘留5日

黑龙江牡丹
江 王某山 微信群

牡丹江地区一车牌号浙BL0535，这个车刚从武汉回来，
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回来的，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 拘留5日

黑龙江牡丹
江 孟某某 朋友圈

宁安某超市导购员女儿从武汉放假回来，发热传染给导
购员，现在已经封闭，疫情比想象中严重，疫情蔓延严
重 拘留5日

江苏苏州 徐某 微信群 “关于疫情防控的不实视频” 拘留3日

江西铅山县 余某 微信群
隔壁镇的㇐个返乡和尚死亡，死前举办过法会，㇐大堆
人在一起吃饭 行政拘留

江西铅山县 肖某 微信群
黄岗山社区徐某与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直接接触，
被卫健委跟踪测量体温 行政拘留

海南澄迈县 龙某 抖音 （视频）使用山柚油和绿茶可以治疗新型冠状肺炎 罚款500元



陕西乾县 杜某 微信群

乾县太平新村新村宾馆，有乾县五人从武汉回来没有回
家过年，在宾馆隐藏今天中午病情同时发作发烧，咳嗽
。已经隔离，请大家不要到东街来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江苏太仓 王某 微信群 要接21个湖北朋友进住小区 拘留3日

陕西渭南 陈某 微信群

双王医院全体被隔离了，官底那个华南海鲜市场回来的
，有亲戚在双王医院上班，过年出门了，所以，全院包
括院长已经被隔离了。大家尽最大可能，在家待着 教育训诫

广东汕尾
许某儒、许
某 微信群

汕尾首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湖尾村村民谢某
，湖尾村全村村民已被隔离 行政拘留

河北保定 高某 微信群
我是武汉回来的；我那个同伴呢？我睡醒了，还去物业
找麻烦不 罚款100元

河北保定 魏某 快手、微信 “辱骂村干部” 拘留4日
贵州兴义市 车某 朋友圈 明天开始不准杀猪杀牛出售 行政拘留

贵州兴义市 刘某 朋友圈
刚刚从武汉回来，可能要克窜哈门，看见我朋友圈的每
人给我转500，不然我要克你家坐起咳 行政拘留

贵州贵阳 唐某 微信群
凯里才公布发现了300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贵州医
院被隔离了 行政罚款

贵州黄平县 潘某 微信群
我刚从武汉回来，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我要传染给你们，我还要上贵阳去传染给更多的人！ 拘留10日

云南曲靖 严某 朋友圈
曲靖人死了吗？整个地方就我㇐家人出来，我是有病，
还是曲靖人太有病？ 行政拘留

河南潢川县 何某 微信群 “与疫情相关不实信息” 行政拘留
四川达州 黄某 微信群 （视频）黄都街上又感染了㇐个，马上拉起走了！ 拘留3日
河北石家庄 马某 微信群 发现紫御澜湾有确诊冠状病毒新型肺炎患者 行政处罚

广东汕头
庄某、张某
、何某 微信群 汕头澄海区㇐名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逃跑 教育训诫

广东电白 黄某 微信群 吴某江（确诊患者）和朋友聚会的集体照 教育训诫
广西百色 李某 朋友圈 越来越多的湖北人来百色 教育训诫
陕西子洲县 安某 微信群 子洲有两例已经确诊…… 教育训诫
陕西子洲县 马某 微信群 （转发）子洲有两例已经确诊…… 教育训诫

江西黎川县 吴某 微信群
黎川县政府准备将数百名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人放在德
胜镇老中学改建的无任何医疗设施的宾馆内隔离 拘留5日

江西乐安县 游某 微信群 乐安县增田今天确认㇐个感染者，还请了六十桌客 教育训诫
浙江义乌 楼某 微信群 城西街道被盯牢，已经有四五十个确诊病例 行政拘留

广东电白县 陈某 微信群

南海虎头山村吴姓二人已确为病例，今天又发现南海晏
镜村二人与吴姓同车回来的也已经确定病例，希望各校
区认真做好防范工作 教育训诫

安徽凤台县 吴某 微博
这个数据不准确，我在淮南凤台县，光知道的就已经有
三个，还有个已经去世了 拘留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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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澄迈县 廖某1 微信群
澄迈县桥头镇有㇐例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且桥头镇已封
村 罚款500元

海南澄迈县 廖某2 微信群
（视频）澄迈县桥头镇有㇐例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且桥
头镇已封村 拘留5日

黑龙江兰西
县 王某 抖音

（视频）返乡人员于某四肢无力，脸红脖子粗，身体无
劲儿，报告卫生机关不管 拘留5日

湖南衡阳县 林某 微信群

在库宗街上信用社附近㇐叫王某的媳妇在武汉有㇐个闺
蜜，这个闺蜜先被确诊感染病毒，还称王某媳妇之前与
此闺蜜有接触，叫大家注意 罚款500元

湖南衡阳县 蒋某 微信群

（转发）在库宗街上信用社附近㇐叫王某的媳妇在武汉
有一个闺蜜，这个闺蜜先被确诊感染病毒，还称王某媳
妇之前与此闺蜜有接触，叫大家注意 教育训诫

新疆阿克苏 康某 微信群
阿克苏已经确诊了X例，昨天一趟来阿克苏的飞机上就发
现X个发烧的 罚款400元

四川达州 夏某 现实
自己刚从武汉回来，目前正高烧至39度，怀疑可能感染
上了新型冠状病毒 教育训诫

黑龙江齐齐
哈尔 李某 网络 疫情相关的网络谣言 刑事强制措施
河北石家庄 李某 微信群 “疫情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
福建泉州 黄某 抖音 （视频）与多名武汉返乡人员聚餐，且大呼“不怕” 教育训诫

福建惠安县 陈某 微信群
武汉死了两万人将近，可是新闻却只对外公布说死了几
千人而已，只是为了安抚民心，我叔公就是在武汉上班 教育训诫

贵州仁怀 向某 微信群
大家不要出门了哦，双龙村有㇐个武汉回来的大学生，
与其吃饭的两人，发烧40度。该大学生接触有100多人 拘留3日

贵州仁怀 杨某 微信群

（转发）大家不要出门了哦，双龙村有㇐个武汉回来的
大学生，与其吃饭的两人，发烧40度。该大学生接触有1
00多人 拘留3日

山东菏泽 孟某菊 微信群 她们说的医院的人说的，陈集死人的是真的 行政处罚
山东菏泽 贾某云 微信群 尽量别出门，菏泽死了5个啦 行政处罚

江西修水县 熊某 微信群
我们这边好像死了4个；江西目前至少死了10个；那又怎
么样？群封了那就再建㇐个 拘留5日

四川广安 “小白XXX” 贴吧 说是武胜明天封城了 教育训诫

广东电白县 陈某茵 微信群

茂名电白的这两例冠状肺炎病毒患者，年二十七八回到
霞里，去过斜阳美食城、去过汇景、去过霞里菜市场买
菜、去过打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教育训诫

广东电白县 林某燕 微信群
各位亲戚们非常时期㇐定要宅在家里，岭门已经死亡㇐
例了，死者是岭门河头村从武汉回来的 拘留5日

陕西镇安县 刘某 微信群

铁厂都死六个人了；死了好像不管我的事，多死㇐些就
平常了；市封了、商场封了、乡村封了、道路封了，我
也疯了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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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邵县 刘某云 微信群

（视频）武汉回来㇐个人，感染全家人；新邵县雀塘黄
泥塘村陈某女婿（从武汉回来的），初二到黄泥塘院子
里拜年，今天确诊为新型肺炎 行政处罚

广东梅州
“越健~郭某
锌” 微信群

（视频）出深圳了，看我能得肺病么，得到肺病就传染
给你们，我回来，你们要看稳来哟 拘留5日

福建莆田 洪某临 朋友圈
小伙伴们，我从武汉回来了，那几个要喝酒三公的在哪
里 教育训诫

内蒙古乌兰
察布 张某 陌陌 我刚从武汉回到乌兰察布，向附近的人问好 拘留5日

贵州贵阳 项某梅 网络
遵义余庆死亡㇐人，清镇华丰市场发现疑似病人，清镇
曹家井疑似病人，请各位家人安心在家呆起哈 拘留3日

贵州台江县 张某 微博
（一张白菜售价20元的图片）台江县政府怎么不关注这
方面，连超市都想在国难时期发横财。 拘留10日

贵州镇远县 肖某 微信群

大家外出小心，我朋友做医疗器械的，在贵州有项目，
据他说贵州可能隐瞒了疫情，镇远县有两个确诊了，但
是没上报…… 行政拘留

河北邱县 马某A 微信群 陈村已确诊㇐例患者 行政拘留
河北邱县 马某B 微信群 陈村已确诊㇐例患者 行政拘留
河北邱县 马某C 微信群 陈村已确诊㇐例患者 行政拘留
河南商丘 曹某华 微信群 “污蔑攻击疫情防控工作负面言论” 拘留15日
河北石家庄 王某 微信群 “疫情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

江西宁都县 叶某俊 微信群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谣言，指责党和政府
对疫情的处置” 行政拘留

广西隆林县 韦某 微博 百色只有一个吗，为啥听我妈说隆林这里有两个了 教育训诫
广西隆林县 杨某 微博 百色只有一个是真实的吗，隆林和田阳都有人被隔离 教育训诫
山西晋城 赵某 微信群 涉及疫情的虚假言论 拘留10日
贵州贵阳 王某华 微信群 官方人员称花果园U区新增3例，请各位邻居注意安全 拘留5日

贵州贵阳 王某利 微信群
（转发）武汉已经开始追杀流浪狗和猫了；㇐旦感染就
隔离自生自灭，医护人员根本就不够，根本招呼不来 拘留5日

贵州贵阳 王某兰 微信群
（视频）金阳世纪城的武汉大学生已经发病，整栋楼隔
离，大家注意点 行政拘留

山东菏泽 寇某洲 微信群 最新消息，菏泽死7个了 行政处罚
广西柳州 熊某欢 微信群 刚刚收到消息，金竺花苑确诊㇐例感染者，请大家注意 拘留4日

广西灵山县 区某 微信群
旧州镇旧州村委龙尾坝村有人从武汉回来后发热，旧州
疫情爆发 教育训诫

广西隆林县 黄某 微信群 百色报假的，死人了还天天2例，最少也有十几个了 教育训诫

云南洱源县
易某、杨某
等6人 微信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谣言，谣言内容为㇐
段文字截图 行政处罚

湖南绥宁县 张某平 微信群 绥宁县有15人因感染冠状病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行政处罚
福建福安市 兰某 微信群 潭头镇㇐从武汉返乡女子，逃避隔离，发病死亡 治安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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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 胡某 微信群
（视频）自己发烧且拒不配合保安检查体温（警方称不
实） 拘留5日

北京 王某 微信群 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准备传染给他人 行政拘留

甘肃镇源显 刘某 微信群

通知：大家注意了，甘M03HQ7这个车昨晚从武汉回来
，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回来的，武汉警车㇐直追踪到甘
肃附近丢失，大家看到及时报警 拘留5日

广西融安县 陈某 微信群

今天板揽马江确诊㇐例，现在县医院院长和县有关领导
一起赶板揽，病人送柳州治疗，我爸喊我们这几天最好
不要出门去 罚款200元

河北邯郸 何某 微信群 （视频）百家乐园出现㇐例新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 拘留10日

大连市公安
局甘井子分
局 鞠振涛 微信群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当言论”，其中政府对公众隐瞒真
相的内容。“诋毁政府公信力”

拘留7日
大公沙（治
）行罚决字[2
020]59号

江西宁都县 刘某婷 微信群 宁都县凤凰城小区发现㇐例感染者 警告训诫
江西宁都县 刘某云 微信群 （转发）宁都县凤凰城小区发现㇐例感染者 警告训诫
江西宁都县 刘某 微信群 （转发）宁都县凤凰城小区发现㇐例感染者 警告训诫
山东菏泽 葛某凯 QQ群 别出门啦,菏泽又死了好几个 行政处罚

云南弥渡县 丁某 微信群
（视频）住着两个武汉人，老板想钱想疯了，公安查房
一直隐瞒，现在拉去隔离了 教育训诫

江西宜黄县 洪某 微信群 涉疫情不当言论 拘留3日
山东菏泽 王某国 微信群 虚假信息 拘留3日

安徽宿松县
孙某（未成
年人） 微博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某高三八班的老师在这紧要关头竟
然提前开课！！！太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了 教育训诫

安徽宿松县 邓某 微信群 （视频）坝头街上、坝头街上，隔离、隔离查出来了 拘留3日
河南巩义市 董某 微信群 巩义胡某在郑州六院已死亡 拘留3日
山东沂水县 李某 微信群 沂水县“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在中心医院死亡 罚款500元

江苏苏州 商某 朋友圈
（视频）苏州市高新区某小区㇐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在家死亡并被火化 拘留5日

陕西镇安县 张某 微信群

群内的所有兄弟们好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都注意了，
在柴坪和木村有一个病毒的人，是......拉回来的，今......
已经隔离了，从腊月20回来的亲们，做过......车的人，请
都不要见，亲戚都㇐样，请大家注意了 教育训诫

陕西清涧县 刘某 微信群
（转发）㇐段落款为榆林市公安局的警情通报，警方称
内容为涉及疫情的不当言论 教育训诫

广西柳州 罗某艳 微信群
各位家长老师，穿山下街有㇐个确诊有冠状病毒了，大
家出门注意安全，记得戴口罩 拘留5日

广东揭西县 “杨曼曼” 朋友圈 跟我做朋友吗？去我舅舅政府单位拿的（口罩）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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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阳 颜某璋 微博
东东告诉我贵阳花果园V区今天查出㇐例肺炎，救护车已
经抬走了 拘留5日

山东菏泽 苏某强 微信群 听说牡丹区河南王，死了四个 拘留3日

山东菏泽 于某虹 微信群 谎报并散布有关疫情的虚假谣言
拘留5日、罚
款500元

江苏南通 王某怡 微信群
这是集中安置江苏的病例；开始说放在苏州，苏州不同
意。现在初定港闸或兴仁 拘留5日

江苏南通 冯某霞 微信群
这是集中安置江苏的病例；开始说放在苏州，苏州不同
意。现在初定港闸或兴仁

拘留5日、罚
款200元

广东云浮 陈某明 贴吧
已经确诊隔离了㇐例了；已经确认㇐例了，边度地方我
就唔讲了，费事拘留 拘留7日

山西中阳县 马某 微信群
从武汉回来的下枣林乡某村人袁某某为确诊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患者 拘留5日

江苏江阴 蔡某、缪某 微信群
那女人十几个姘头的，开房记录都挖出来了；我们朋友
警察局查出来，她有十几个姘头 刑事拘留

甘肃兰州 金某 微信群 （通知其员工）不要去盐场堡及周边区域 拘留10日

吉林东丰县 杨某 微信群
东丰**人死了。今晚12点全县戒严，明天所有门市必须
关门。最低戒严㇐星期，家缺啥少啥的赶紧备货

拘留7日、罚
款300元

吉林镇赉县 李某 微博
镇赉县坦途镇封路，不测体温不做登记直接封死，回家
不让回，住的地方没有，强行流浪街头，很合理 拘留5日

山东鄄城县 马某丽 微信群 县中医院已有十几个（新型肺炎）确诊的了 拘留10日
山东鄄城县 孙某鹏 微信群 鄄城已经有㇐个了（新型肺炎），而且已经死了 拘留5日

山东青州市 刘某 微信群
青州市某医疗公司(生产抗击疫情医用物资)一名员工被确
诊感染需隔离处置 教育训诫

江苏江阴市 张某 抖音

（私发给青海海西州公安局官方账号）你有关部门全部
人家没病，要你检查什么，你全家全部死光全部死光；
侵犯人权 拘留7日

江苏靖江
陈某、高某
、包某 微信 西来郁家村有六十多人感染肺炎并发烧 行政拘留

黑龙江大庆 姜某涛 微信群 大庆已经死亡好几个了 罚款500元
江西德安县 李某强 微信群 （视频）德安县有五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 拘留4日
江西进贤县 吴某 QQ群 某某村感染好几人 拘留10日

广东云浮 钟某 微信群
今晚下午横山有一家三口从武汉回前锋，救护车车出云
浮了 教育训诫

江苏无锡 邹某 微信群

某市区内，今日凌晨24小时后所有路口红绿灯统㇐24小
时改红灯，除特种车辆外，私家车闯㇐次6分200，禁止
私家车辆出行 行政拘留

山东临沭县 胡某兵 微信群 该县多人、多村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拘留5日
山东费县 赵某 微博 不实疫情信息 拘留5日
陕西渭南 王某博 微信 《关于对仓程路百合园小区实施隔离封闭管理公告》 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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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宁 安某 微信群
今天北关七一小区、金牛小区、玉带桥大寺瓦窑沟，整
个被封了；切记、切记。东区非常严重 拘留5日

山东曹县 吕某 微信群
我们这里出现了㇐例，㇐个女的，死了，现在常乐集大
街封了，公安天天在街上撵人 拘留3日

山东鄄城县 谢某 微信群
鄄城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在去市立医院的路
上死了…… 拘留5日

山东鄄城县 牛某 微信群
俺那里（闫什镇）的张庄，死了两个人，闫什口有㇐个
，拉到菏泽去了…….. 拘留10日

广西南宁 梁某珠 网络 湖北省武汉市这次瘟疫已经死上10万人了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贵州贵阳
宋俊宏（
小学教师） 微信群

通报的死亡人数都是虚假，光武汉㇐天就死500人，全国
更不敢想像。武汉现在又重新启用㇐家已经关闭的殡仪
馆，总共8家殡仪馆，㇐天24小时不停火化死者，死亡人
数更不敢想

拘留10日、
吊销教师资格
证

黑龙江宁安
市 吴某 微博 三条微博内容，“辱骂”了国务院和钟南山 “依法处理”

江苏靖江 顾某、卢某 微信群

靖江市公安局重要通知，城区于今日凌晨24时后所有路
口统㇐改红灯标禁止私家车出行，除特种车辆外，私家
车闯㇐次记6分罚款200元，2月3日晚6点开始

贵州贵阳 黄某 朋友圈
贵阳人可怕，大陆人都可怕。蝗虫之名果真不是浪得虚
名；武汉今天屠城了！如果不明白这两个字，请百度 拘留15日

黑龙江大庆 王某元 微信群 大庆就死亡5例 拘留5日
山东日照 王某 微信群 亲们，前滩西得肺炎的死了 拘留5日

云南永善县 王某 微信群 “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患者刘某的虚假信息” 拘留5日

广东江门 刘某辉 微信群
刚收到消息，中心医院刚查到㇐例，那病人知道后逃走
出去，已经报警，大家请转达暂时不要外出。 行政罚款

广东江门 周某燕 微信群
刚收到消息，中心医院刚查到㇐例，那病人知道后逃走
出去，已经报警，大家请转达暂时不要外出。 教育训诫

广东江门 钟某 微信群

江门越来越多了，蓬江区杜阮镇又有两个了，两父子从
湖北回来后就发烧，老爸因为害怕丢下儿子，如果没人
知道他们有病，就容易感染全江门了 教育训诫

湖南韶山 陶某 微信群

亲们注意了，这次病毒不是㇐般的严重，银田的这例已
经死亡了，工贸又确诊㇐例，长胡还有㇐例疑似。大家
千万不要出门 行政处罚

湖南韶山
肖某、汤某
、刘某等 微信群

（转发）亲们注意了，这次病毒不是㇐般的严重，银田
的这例已经死亡了，工贸又确诊㇐例，长胡还有㇐例疑
似。大家千万不要出门 教育训诫

江苏海安 丁某 微信群 南莫的那个肺炎者已经死了 拘留2日
四川眉山 向某 微博 彭山有人感染了，还死了 教育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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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猗县 陈某 微信群 临猗失陷了！嵋阳镇确诊㇐例；刚刚乡政府开会传达的 “依法处理”

辽宁台安县 李某 朋友圈
台安县出租车已停、今日凌晨24时后所有路口改红灯，
禁止私家车通行 拘留7日

辽宁台安县 赵某 朋友圈
（转发）台安县出租车已停、今日凌晨24时后所有路口
改红灯，禁止私家车通行 拘留3日

山东曹县 晋某 贴吧 曹县八里湾木瓜园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抓走100多个 拘留3日

青海互助县 王某 快手、微信 （视频）我从武汉来的，有本事来抓我啊！
拘留15日、
罚款500元

山西繁峙县 杨某 网络
砂河董三小区今日与2020年2月1日发现㇐例新型冠状病
毒 教育训诫

山西繁峙县 白某 网络 繁峙新城小区和锦绣苑小区隔离武汉回繁发烧人员 教育训诫

江苏苏州 周某 网络
姑苏区新民桥菜场、娄门菜场和大润发超市等菜场、大
型超市及商场将关门停业至2月10日 拘留2日

广东郁南县 黄某 QQ群 “疫情谣言” 拘留5日

四川眉山
“不想让你
找到我” 微博 彭山有人感染了，还死了 教育训诫

江苏盐城 孙某 微信群
县各城区内，于今日凌晨24时后所有路口红绿灯，统㇐2
4小时改红灯 拘留3日

陕西武功县 张某 微信群 之前苏坊确诊病例死亡 行政处罚
陕西武功县 段某 微信群 已确诊7例肺炎 行政处罚
陕西武功县 郑某 微信群 庄子发现七例，现全村已封 行政处罚
陕西武功县 田某 微信群 “涉疫不实言论” 行政处罚
湖南长沙 彭某 微信群 燕山街已经死人了，长沙第㇐例死亡 刑事拘留
南宁卫健委 任蓝智 微信群 “关于疫情防控不实信息” 免职
福建泉州 纪某 微信群 关帝爷出来巡境保佑大家平安了…… 教育训诫

甘肃西和县 方某 微信群

同学们，今天都别去森美超市，刚㇐朋友说，今天县医
院接收两个从武汉来的发热病人，这两人今天到森美超
市转了㇐圈，望给亲朋好友转发 拘留10日

湖南株洲 邓某 微信群
这几天不要到XX超市去，那里发现了疑似病例，这是XX
人事部通知的，应该是真的 教育训诫

湖南郴州
张某（警察
） 微信群

有一名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擅自脱离隔
离，且有反社会情绪，并于2月2日逃脱，至今未找到

拘留7日、撤
职、留党察看

内蒙古赤峰 尚某 微信群
家人们紧急通知，明天大家都尽量别出去了，新房身确
定三例了 教育训诫

广东普宁市 官某 抖音 （视频）某口罩工厂疑似非法回收再造口罩
行政拘留、罚
款

江西黎川县 胡某 微信群
豫A3H88T这个车昨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
回来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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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 陈秋实 YouTube、推特
武汉多家医院和患者家庭采访视频；我陈秋实连死都不
怕，我还怕你共产党么

疑似被拘留
，官方称医
学隔离

黑龙江齐齐
哈尔 吴某 网络

大福源一店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例，我同学媳妇在
那上班，没事别去逛了 行政警告

黑龙江齐齐
哈尔 应某 微信群

（转发）大福源㇐店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例，我同
学媳妇在那上班，没事别去逛了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黑龙江齐齐
哈尔 刘某 网络

（转发）大福源㇐店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例，我同
学媳妇在那上班，没事别去逛了 行政警告

江西南昌 潘某 微信群
一段舞龙灯视频，并对其谴责，指其不应在近期外出聚
集（警方称事件发生于去年） 教育训诫

广西北流市 黄某 微信群 当地将封城、禁止外出等 拘留10日

广西宜州 蒙某 微信群
（视频）有肺炎患者逃离了医院，并在警察追赶之下跳
河 教育训诫

广东饶平县 黄某雄 抖音
（视频）饶平县出现鸡瘟，有人宰杀病鸡准备出售，视
频中有大量被褪了毛的生鸡 行政拘留

广东饶平县 郑某玲 朋友圈 饶平县疫情及各地封路情况 行政拘留
黑龙江杜尔
伯特县 仲某东 微博 经核实的武汉返乡人员名单，对政府负面言论 拘留5日
黑龙江肇源
县 尹某男 微博 黑龙江发布的疫情信息虚假 拘留10日
辽宁瓦房店
市 邱某 朋友圈

本小区业主李某㇐家三口患病毒肺炎拒绝治疗，从医院
逃跑 拘留5日

山东菏泽 丁某 微信群 孟海死一个，孟海曹庄离我们很近，有两个，死了㇐个 罚款500元

广东饶平县 黄某钊 朋友圈
（视频）饶平县黄冈镇后田有人感染新型肺炎拒绝隔离
，公安机关准备破门 行政拘留

江西鄱阳县 程某 朋友圈
（视频）谢家滩镇三名脱管新冠肺炎病人逃到田畈街镇
长方村 行政拘留

山东成武县 杨某 微信群

警告，警告，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孙寺镇郑庄行政村于
阳历2月9号，农历正月十六21:00点出现㇐例新冠病毒，
请大家注意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贵州雷山县 罗某 朋友圈 高速公路路口有土匪把守不给出不许进 拘留15日

宁夏中卫 赵某 微博

我的家属（其女友赵某，当时被隔离）已经超过两天没
有进食、休息，心理和情绪已经崩溃。本来好好的人现
在精神失常了 拘留7日

山东兖州市 刘某 微信私聊
六中家属院有一个从武汉返兖人员，疑是冠状病毒，现
已去医院就诊，道路已封 拘留10日

湖南浏阳 刘某 微信群
工业园蓝思今天发现㇐例……工业园刚刚通知开了工的
单位明天全部停工 行政拘留

8第39天（2020年2月7日）

第40天（2020年2月8日）

第41天（2020年2月9日）

6第38天（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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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成武县 史某 微信群

（转发）警告，警告，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孙寺镇郑庄
行政村于阳历2月9号，农历正月十六21:00点出现㇐例新
冠病毒，请大家注意

拘留7日、罚
款500元

山东成武县 陈某 抖音 （视频）隔壁村确诊㇐位（新冠肺炎） 拘留7日
黑龙江五常 潘某飞 微信群 虚假疫情人数信息等不实言论 罚款500元

湖北武汉 方斌 YouTube、推特
武汉多家医院和红十字会现场视频，多具尸体被运走的
视频 疑似被捕

黑龙江宁安
市 吴某 微博 转发国务院新闻时评论了“辱骂性言论”

起诉、后续不
明

广东普宁市
李某佳、
庄某亿 网络

燎原街道辖区有㇐男子从湖北逃跑出来且声称已是确诊
病人，并藏匿在光南村 拘留8日

河南信阳 江某 微信群 青龙街㇐男子因怀疑感染冠状病毒杀死三人 拘留5日

湖南茶陵县 唐某红 微信群
（视频）思聪大兴确诊了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民警已到现场处置 教育训诫

黑龙江五常 高某利 微信群 关于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虚假言论 罚款500元

江苏盐城 闫忠文 微博

我很好奇，这个地方没有官方吗？这么大的舆情（江苏
医疗队在湖北丢失行李、物资被扣），随便找㇐只野鸡
出来，举个手指头就能辟谣？

拘留15日、
罚款1000元

湖南冷水江 刘某 微信群

各位亲们，千万别出门啊！我哥他们昨天来冷江采样，
冷水江空气都有病毒，非常严重！！为了健康，大家好
好宅在家里 “依法处理”

河南濮阳 张某 微信群 居住在中央城小区的医护人员㇐律不准出入本小区 行政拘留

新疆阿克苏 廖某 微信 涉及国家领导人的谣言
拘留15日、
罚款500元

江西南昌县 朱某兰 微信群
我在听课，说到现在死亡人数1000多个只是国家想让我
们看到的数据，1000多的数据时真正的死亡人数的2.1% 行政拘留

新疆阿克苏 刘某 微信群
阿克苏又出X例，现在又严了，还是出不去小区，有通行
证也不管用。说阿克苏有X例了，还死了X个

拘留13日不
执行

新疆阿克苏 向某 微信群 涉自治区领导人的谣言

拘留13日不
执行、罚款5
00元

江西南昌县 毛某 某外卖app 莲塘要死绝了，空城㇐座；哈哈哈㇐起下地狱吧 拘留3日

山东鄄城县 李某莉 微信群

鄄城县下面㇐个镇㇐个人外出回来，在家呆了24天病死
了，他老婆查出来是冠状病毒，㇐个村都封起来了。新
闻上没报，俺村大喇叭喊的 拘留3日

黑龙江五常 宋某 微信群 公安机关封群的虚假信息 教育训诫

广东紫金县 杨某锋 微信群
紫金某商场销售员接触过河源市区披萨店被确诊病例患
者 拘留5日

第43天（2020年2月11日）

第44天（2020年2月12日）

第42天（2020年2月10日）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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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单县 柴某 微信群 我刚从武汉回来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北京 杨某 微信 北京市定于晚间进行大面积消杀、消毒工作 行政拘留

新疆阿克苏 梁某 微信群
阿克苏今天又新增X例，阿克苏各小区现在已经封闭了，
不让出小区，出租车也停了 拘留10日

辽宁阜新 王某 微信群

你们信吗；驰援武汉的医生们，肯定压力特别大；遍地
都是xx的，信吗；都是道德绑架，什么最美逆行者，整
那些心灵鸡汤 行政处罚

湖北武穴 周某 微信群
（视频）大家赶紧到政府门口抢蔬菜，政府门口已经有
多人在领取 教育训诫

广西德保县 罗华某 微信群
德保县芳山苑两名学生确诊为冠状病毒感染！希望大家
注意安全 治安处罚

广东阳山县 杨某 网络 对阳山县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仪式的照片发表不当言论 教育训诫

广西德保县 李某宁 微信群
德保今天确诊两例肺炎，而且都是学生，请大家不要让
学生再出来玩，不串门，切记切记 治安处罚

浙江龙港市 方某 微信群 龙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黄某因病死亡 行政拘留
新疆阿克苏 陈某 微信群 快回家，谁出来抓去培训学习。看看吧，快回家 拘留5日
黑龙江丰林
县 祁某 微信群 （视频）不让出小区把志愿者砍了，红星刚刚发生的事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黑龙江铁力
市 杨某 微信群 （视频）不让出小区把志愿者砍了，红星刚刚发生的事 行政处罚
黑龙江伊春
市 姜某 微信群

（视频）伊春市伊美区美溪镇居民姜某又进㇐步编辑该
视频，称有居民因不能出门砍死志愿者 行政处罚

新疆阿克苏 缪某 微信群

大家注意：不听话乱窜人员，集中到体育馆学习。体育
馆已准备好了学习班，只要被警察看到的人，没有证明
的，一律抓进去学习，疫情解散才放回家中，并支付所
产生的费用 拘留10日

甘肃正宁县 樊某 朋友圈
疫情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身穿防护服躺在地上休息的照
片，并虚构事实发布不当言论 治安处罚

陕西镇巴县
农业局 何景林 微信群

纪委不怕死；纪委百毒不侵；纪委可以征用防护设施；
好搞笑，领导㇐指示，底下跟风全收到 党内严重警告

湖南永兴县 代某 朋友圈 永兴重症肺炎患者龙某亮已死亡 教育训诫
浙江乐清市 石某 微信群 乐清翁垟人，晚上7点半死了，第一列 拘留9日

黑龙江伊春 李某 微信群
这不是去混政绩就是去过度去了回来就升职（指伊春支
援孝感医疗队）

拘留5日、罚
款200元

湖南茶陵县 谈某发 微信群 左垅村㇐家六口初步检测是阳性 批评教育

青海贵南县 索某 微信私聊 （转发）数段涉及新冠肺炎疫情虚假语音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青海贵南县 冷某 微信群
（转发）数段涉及新冠肺炎疫情虚假语音至宫某的微信
群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第45天（2020年2月13日）

第50天（2020年2月18日） 3

第51天（2020年2月19日） 2

第46天（2020年2月14日）

第47天（2020年2月15日）

第48天（2020年2月16日）

第49天（2020年2月17日） 5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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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贵南县 宫某 微信群
（放任他人在自己群内转发）数段涉及新冠肺炎疫情虚
假语音 拘留5日

第53天（2020年2月21日） 1 江西石城县 赖某 微信群

石城温坊发现㇐例新型冠状病毒，从南昌回来的，大家
小心了；应该是真，不过官方还没发文，我是听人说的
，没亲眼见 行政处罚

第54天（2020年2月22日） 1 北京 肖某 微信群
京东从湖北去上海的物流司机感染新冠病毒，被发现死
在车里了；京东上海仓库要封闭，不要买京东吃的了 行政拘留

山东聊城 蒋某 微信群
因为疫情管控，山东聊城梁水镇㇐村民持菜刀将值班人
员砍死… 行政拘留

北京 柴某 微信群
积水潭医院刚接到通知，要开始建方舱医院了，北京的
疫情远比新闻报的严重，请各位日常做好防护工作 行政拘留

河南漯河 郭某 网络
（视频）合肥㇐名干部妻子不戴口罩还打骂保安和防疫
人员 侦办中

上海 左某 网络
（视频）合肥㇐名干部妻子不戴口罩还打骂保安和防疫
人员 侦办中

河南汝南县 徐某 微信群

汝南××的司机，现已确诊，各科极(级)干部，社区，乡镇
己有多名感染，图表接触者㇐千多人被隔离，千万别乱
跑了 拘留7日

河南汝南县 胡某 微信群
（汝南乡镇排查武汉、湖北返乡人员表格图片）汝南县
又这么严重吗 行政罚款

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三
医院 曾迎春

柳叶刀全球健康
杂志

《中国医务人员请求国际医疗援助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 停职降级

第57天（2020年2月25日） 0

第58天（2020年2月26日） 1 湖北武汉
李泽华（前
央视记者） Youtube

武汉医院、百步亭社区、火葬场等地关于新冠肺炎的采
访视频 疑似被捕

第59天（2020年2月27日） 0

北京 刘星星 QQ、微信
我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昨天赶紧去了朝阳大悦城、西
单大悦城门口咳嗽上百次，感染的人越多越好

有期徒刑8个
月

广西柳州 林某华 微信群 武汉开放通行三小时期间，有约40个武汉人 逃到柳州 教育训诫
湖南株洲 王某 网络 （视频）省直中医院关门了 行政处罚

吉林长春 杜某 抖音

东北，长春，我回来了，春城各方面渠道尽快梳理，确
保一切顺利，不被隔离；感谢长春方方面面的㇐路绿灯
；应该不用隔离，我是战友直接在内场给我接走了 拘留10日

黑龙江伊春
市 王某 微博 祝你们（警察）全部得肺炎

拘留5日、罚
款200元

黑龙江大庆 王某 微信群 大庆XXXX潜回隔离
拘留7日、罚
款500元第61天（2020年2月29日） 3

第55天（2020年2月23日） 2

5第56天（2020年2月24日）

第60天（2020年2月28日） 3

第52天（2020年2月20日） 3



第62天（2020年3月1日） 1 湖北随县 周某 微信群
攻击我国体制并建议民众储备粮食、蔬菜、水等各种生
活物资至少6个月到2年时间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第63天（2020年3月2日） 1 天津 张跃堂 微信
70余条“诋毁、辱骂党和国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及
图片；诋毁政府抗疫措施

有期徒刑8个
月

第64天（2020年3月3日 1 辽宁北票市 闫某 现实 金、银河小区有确诊病例 行政拘留
第65天（2020年3月4日） 0

第66天（2020年3月5日） 1 湖北天门 伍某 网络
（图片）天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撤销乡镇和村组交通卡口的紧急通知》 行政拘留

辽宁丹东 于某 微信群 （转发）宽甸确诊女患者已死亡 教育训诫
辽宁丹东 赵某 微信群 （转发）宽甸确诊女患者已死亡 教育训诫
辽宁丹东 门某 微信群 （转发）宽甸确诊女患者已死亡 行政罚款
辽宁丹东 纪某 微信群 宽甸确诊女患者已死亡 拘留5日
辽宁宽甸县 宋某 微信群 石柱子村发现二名冠状病毒患者 拘留5日
辽宁丹东 孙某 网络 “疫情谣言” 拘留7日
辽宁丹东 程某 微信私聊 视频：宽甸确诊女患者死亡 教育训诫
辽宁丹东 金某 微信 （转发）视频：宽甸确诊女患者死亡 教育训诫
辽宁丹东 葛某 微信 （转发）视频：宽甸确诊女患者死亡 教育训诫

第68天（2020年3月7日） 1 湖北广水市 蔡某 微信群
特大喜讯，11号准时开放，广水市所有的病人都转到武
汉去了，前天转走的，现在正在消毒 拘留5日

第69天（2020年3月8日） 0

浙江温州 张选复 微信群
涉及新型冠状肺炎确诊患者复发去世并向街道相关工作
人员确认过该消息 拘留5日

浙江温州 不详 微信群
教练你还是先别急着复工了，锦春大厦㇐治愈患者于昨
晚复发死亡 拘留5日

吉林德惠市 杨某苹 快手 关于疫情防控的“不当言论” 拘留7日
第71天（2020年3月10日） 0

第72天（2020年3月11日） 1 辽宁大连 周某 微信群

3月16日居民出行正常化，17日公交正常化，18日逐步
企业生产和市场经营正常化，22日重点场所正常化，25
日机场、高速、动车、国道正常化...... 行政拘留

湖北随州 庞某、王某 微信群 周家台子有人去世，消防破门而入，把人都带走了…… 教育训诫

安徽五河县 顾某 抖音
（就其丈夫联系的货运车被防疫工作人员劝返㇐事）”辱
骂“防疫工作人员 拘留5日

第74天（2020年3月13日） 0
第75天（2020年3月14日） 0
第76天（2020年3月15日） 1 浙江庆元县 杨丽霞 微信群 外面传言，我们建材市场发现******，建材市场封了 罚款100元

广西马山县
覃某（某镇
副镇长） 微信群

将网络传播的外地地名为“新塘”的疫情信息改编成马山县
周鹿镇“石塘”村 立案调查

浙江仙居县 章小飞 微信群 疫情不实言论 罚款200元

第73天（2020年3月12日） 2

第67天（2020年3月6日） 9

第70天（2020年3月9日） 3



云南福贡县 余某 微信群 福贡县有㇐名意大利输入新冠肺炎 行政处罚

第78天（2020年3月17日） 1
黑龙江龙江
县 不详 朋友圈

（视频）龙江县四名意大利返乡人员出现发烧症状，大
家都别出来了

拘留10日，
罚款500元

第79天（2020年3月18日） 1 广西钦州 陶某 微信群

（转发截图）钦州有㇐个密切接触者，城西的，昨晚已
在某某大酒店隔离。其今天下午刚联系城西社区了解情
况，该密切接触者目前检测阴性。昨晚警察封屋 批评教育

第80天（2020年3月19日） 0
第81天（2020年3月20日） 0

第82天（2020年3月21日） 1 湖北沙洋县 魏某 微信群
大家没事都少出门，御水京都又封了，有境外人员回来
已经确诊了，安全第㇐；不是谣言 行政罚款

第83天（2020年3月22日） 0
第84天（2020年3月23日） 0
第85天（2020年3月24日） 0
第86天（2020年3月25日） 0
第87天（2020年3月26日） 0
第88天（2020年3月27日） 0
第89天（2020年3月28日） 0
第90天（2020年3月29日） 0
第91天（2020年3月30日） 0
第92天（2020年3月31日） 0

第93天（2020年4月1日） 1
黄石市中心
医院

余向东（副
院长） 微博、微信

对戴口罩、居家管理、封城等临时措施以及安徽支援1.2
吨中药材等问题，发表㇐些不当言论 免职

第94天（2020年4月2日） 0
第95天（2020年4月3日） 0

广东罗定县 李某 朋友圈
一条带有侮辱性不当言论并加上国家哀悼日的宣传图片
截图 行政罚款

安徽固镇县 代某 微信群
你特么不能玩游戏你不生气？所以说中国人迷信，外国
肯定不会这样；有吊用，心里有（死者）比啥都强 拘留10日

辽宁营口 孙某 朋友圈
其本人对着电视中进行哀悼日讲话的领导人进行口头“侮
辱”的视频；国家领导人讲话的视频截图配有“不当文字” 拘留10日

江苏南通 窦某君 微信 他妈悼念还不让人打游戏了？傻逼默哀！ 行政拘留

江苏徐州
张某闻（未
成年）  QQ 吃屎了吗？我哀悼恁妈！ 批评教育

江苏扬州
颜某俊（未
成年） 微博

游戏不让玩，视频不让看。那些该死的军人反正也没人
记得，用不着悼念！ 批评教育

江苏宿迁 刘某伟 QQ 游戏全部停服？不就死了几个人妈？草！ 批评教育

江苏苏州
许某怡（未
成年） QQ 游戏都能和疫情扯上，我觉得中国越来越**了！ 批评教育

江苏苏州 陈某宇 QQ 恶心谁呢？多死点！ 批评教育

第96天（2020年4月4日）

第77天（2020年3月16日） 3

3



黑龙江鸡西 关某学 微信私聊

（视频）俺家小区又戒严了，咔咔又全都封上了，从国
外俄罗斯回来18个新冠肺炎感染者，城子河又要戒严了
…… 教育训诫

黑龙江鸡西 王某英 微信群

（转发视频）俺家小区又戒严了，咔咔又全都封上了，
从国外俄罗斯回来18个新冠肺炎感染者，城子河又要戒
严了…… 教育训诫

第98天（2020年4月6日） 0
第99天（2020年4月7日） 0
第100天（2020年4月8日） 0

638

8第97天（2020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