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说法

当前，全国上下一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但仍有人枉顾法律法规，不
配合防疫工作。日前，桂城警方对多名不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市民开出“罚单”。在
此，公安部门提醒市民切记要配合村（居）
值守人员例行检查，不能刻意隐瞒行程、谎
报行程。

目前，公安机关正严厉打击各类涉疫情
违法犯罪行为，广大市民若发现涉及疫情
防控的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向公安机关
举报。

“谢谢你们，让我们安心住下

来！”2月3日，桂城街道某医学观

察留观点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一封

特别的感谢信，写信的正是他们

日夜守护的六名医学观察留观者

（下称“留观者”）。在信中，这几

名留观者用简朴的语言，向留观

期间守护他们的工作人员表达了

衷心的感谢。

解除隔离写信致谢医务人员
“谢谢你们的热情接待，在我

们留观期间给予极大的帮助和关

心……衷心地感谢！”这是留观者

冯阿姨一家给医务人员写下的感

谢信。

1月19日，冯阿姨和儿子、儿

媳、孙子等一家6口，从疫情发生

地来到桂城探亲。在看到网上疫

情信息后，冯阿姨一家在社区的

帮助下，来到桂城医学观察留观

点进行为期14天的医学观察。

据了解，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桂城街道各部门迅速形成合力，

共同应对疫情，在辖区内开展集

中医学观察点工作。桂城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防保站的公共卫

生和临床医护人员，实行每日三

班制，对收住人员进行医学观察

和指导消杀工作。

“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来帮我

们测体温，询问我们的身体状

况。了解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需

求……”冯阿姨说，在留观期间，

这些医务人员就像他们的“保姆”

一样，不但关注他们的身体情况，

给有慢性病患者送药，还帮他们

订餐、拿外卖快递，教他们用消毒

片清洗衣物，让他们安心、有尊严

地度过了留观期。

经过了14天的医学观察，医

生确认冯阿姨一家可以解除隔

离。2月3日，冯阿姨一家收拾行

装准备离开，在临行前他们将感

谢信亲手送到医务人员手上，还

拉着医务人员合照留念，感谢这

段时间他们的悉心照顾。

关注留观者身心健康
从年二十九晚开始落实消

毒杀菌工作，年三十第一批留观

者入住，桂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医务人员就一直坚守在留观

点，及时关注留观者的身体状

况，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在这期间，让护士陈惠松印

象最深刻的是，大年初三晚上十

时多，留观点的一对父母匆忙地

找到了她，说小女儿忽然皮肤过

敏痒痛不止，希望她能帮忙外出

购买过敏药。“当时已是深夜，外

面气温很低，街上也没什么人了，

估计药房也关门了。”陈惠松说，

为了尽快帮助小女孩缓解痛苦，

她还是冒着严寒走到大街上寻找

药店。可是找了半个多小时，一

间药店都没有营业，她只好先回

到观察点，向小女孩父母说明情

况，并指导他们如何安抚小女孩，

让孩子先休息好。第二天八点

多，交班同事来了，换班的陈惠松

不忘向交班同事交待了小女孩的

情况。很快，同事就为小女孩找

来了过敏药，女孩父母为此感激

不已。

据桂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每天，医务

人员除了照顾留观者的起居饮

食，落实环境消毒杀菌工作，定

时监测体温等常规工作之外，他

们还时刻关心着留观者的情绪

和精神状态。为了丰富留观者

的生活，工作人员还为留观者提

供了杂志、报纸，扑克牌等以供

娱乐，为儿童赠送玩具，还计划

为留观者进行八段锦等室内运

动指导。在饮食方面，医务人员

考虑到部分观察者的口味较重，

还特地为他们准备了辣椒酱和

腐乳等食品。当发现部分留观

者出现情绪低落，心情压抑的情

况时，他们还会及时发现，上报

情况，让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心

理疏导服务。

此外，为了关怀留观者，给

他们打气，中心还在桂城灯湖笔

会发起征集祝福语启事，仅一个

晚上就收到数十条温馨的祝福

语，作家们纷纷向留观者表达了

问候和祝福，让留观者感受到来

自桂城的温暖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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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从小区疫情检查将被处罚
公安部门提醒，市民若发现涉及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线索，可向公安

机关举报

2月7日，佛山市公安局发

布《佛山市公安局关于依法严厉

打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通

告》（下称“《通告》”）。《通告》指

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有

关违法犯罪行为，广大市民可向

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110报警

电话举报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

犯罪线索。

《通告》明确，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

似病人、上述三类人员的密切接

触者及从疫情重点地区到佛山的

人员，不主动申报登记、拒绝接受

隔离治疗、拒绝集中或居家医学

观察的，如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

规定从重处罚。引起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拒不执行相关防控措施的，

将从重处罚。其中，拒不执行各

级人民政府及疫情防控指挥部依

法发布的防控措施，在公共场所

不佩戴口罩，不听劝阻、扰乱公共

秩序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关规定从重处罚；涉嫌犯罪的，

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拒不配合疫情防控检

查点和地铁站、车站等公共场所

实施体温检测、人员核查等防疫

措施，拒不配合卫生防疫、医疗

卫生机构及街道、社区、村（居）

委等组织、人员采取的体温检

测、传染病调查、样本采集检测、

环境卫生整治和病菌消杀等防

控措施，不听劝阻的，依照《治安

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从重处

罚。涉嫌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

刑事责任。

此外，妨碍疫情防控工作

的，在疫情期间诈骗的，制造恐

慌、扰乱社会秩序的，以及其他

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都将依法从重处罚。

其中，侮辱、威胁、伤害人民

警察、医疗救护等工作人员，妨

碍疫情防控工作的，依法从重处

罚；涉嫌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

刑事责任。

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微

博、网络平台等电信网络途径，

以销售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防控产品、募集捐赠物资、在线

诊断等方式进行诈骗的，依法从

严追究刑事责任。编造、散布、

故意传播涉疫谣言、虚假疫情信

息，谎报险情、疫情、警情，制造

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从重处

罚；涉嫌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

刑事责任。

疫情防控期间，公安机关还

将依法严厉打击扰乱医疗机构

秩序、哄抬物价、制假售假、贩卖

野生动物、危害公共安全、聚众

赌博、开设赌场等其他妨害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行为。

2月2日上午12时，桂城

某花园业主吕某带朋友进入

小区，保安按照规定对出入人

员进行登记并测量体温，并要

求非小区住户不得进入。吕

某拒不服从小区疫情防控管

理，不听从小区保安劝阻，执

意要带朋友进入，并与保安发

生冲突。桂城派出所接到小

区群众举报后，立即前往处

置，将吕某带回调查。

经查，吕某对其违法行为

后悔不已。目前，公安机关对

违法人员吕某处以罚款200
元。

无独有偶。2月 3日上

午 8时，在桂城天安数码城

工作的关某驾驶车辆进入天

安数码城时，不配合保安小

唐的登记信息工作，并辱骂

对方。后两人发生肢体冲

突，导致小唐倒地受伤（经鉴

定未构成轻微伤）。桂城派

出所接事主小唐报警后，立

即派民警到场处置。

经审查，关某对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对

关某处以罚款200元。

公安机关提醒，当前是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请市民自觉

配合，做到对自己和他人负

责。若市民若发现涉及疫情

防控的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

向公安机关举报。

桂城两名男子
不服从小区疫情检查被罚

抗击疫情期间，各公共场所

经营者、管理者应按照政法通告

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要求进入其

场所的人员佩戴口罩后方可进

入其经营的公共场所，并在场所

入口处设置醒目、清晰的佩戴口

罩的提示。

当前，在公共场合佩戴口

罩、配合执行全省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有关要求，是

每个公民必须依法配合的义

务。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

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

的决定、命令的；（二）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

车辆通行的；（四）强行冲闯公安

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的。

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

从重处罚。

佛山警方发布通告严打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

阻碍警察执法将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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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关注留观者身心健康让他们度过舒心留观期

“留观者”解除医学观察送上感谢信

■冯女士和医务人员合照。

■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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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隐瞒曾到疫
情发生地被处罚

随着春节延长假期结束，外地

返程人员增加，防疫工作进入攻坚

阶段。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

男子从疫情发生地返回桂城后，竟

刻意隐瞒其途经疫区的情况，既不

上报，也不居家隔离，还在抗疫期间

继续经营其超市，最终被平洲派出

所处以行政处罚。

1月24日，男子段某从家乡省

亲后，途径疫情发生地返回桂城平

西社区坑边村。从返回住处之日起

直至2月5日被警方查处，段某都未

曾向政府部门上报相关情况，也不

按规定进行自我居家隔离，还从1
月26日开始开门经营其位于坑边

村隔巷西街的小超市，与居民接触，

造成病毒传染风险。

2月5日下午，平洲派出所民警

接到举报后，迅速赶到段某经营的

超市将其带回派出所调查。经询

问，段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对段某处以罚款教育，并将

其送至集中隔离点隔离。段某表示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公安

机关处罚，服从政府命令安排，积极

配合宣传防疫工作。

警方提醒，目前防疫任务艰巨，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都应该做到约束

自己，自觉参与疫情防控抑制，如果

在如此紧要关头，仍罔顾法纪，不仅

连累他人，自己还可能受到行政处

罚，甚至更可能涉嫌犯罪。

根据有关规定，故意传播突发

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

照刑法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

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

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

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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