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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居民：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形势发展，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

控的通知》（南防控办〔2020〕

45号）和《关于印发佛山市南

海区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

知》（南防控办〔2020〕49 号）

要求，为保障您和广大群众

的身体健康，更好地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结合我镇实际，现

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涉疫情地区史人员

请主动向村（居）委会报告。

请各位湖北籍、温州籍居民

和有湖北籍、温州籍人员接

触史及出行史的居民，要主

动向所属村（居）或单位报备

您的出行情况。如果您不是

来自或者途经武汉、黄冈、孝

感，或者没有与病例（疑似病

例和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

触的，且没发热、咳嗽等症

状，请您按规定居家医学观

察14天，并在家门口张贴《温

馨提示》，在村（居）、单位营

造友好信任与监督的氛围。

同时，村（居）、单位及镇医护

人员将为您提供14天的上门

体温健康检测，请予配合。

生活上的帮助和需求，由村

（居）、单位联系企业主、出租

物业主、物管人员、楼长或热

心志愿者共同全力协助、提

供服务。如果有发热、咳嗽

等症状，请立即通知村（居）、

单位，并按要求带好口罩到

九江医院就诊，我们将为您

提供各项医疗服务。

二、私自外出将强制集

中医学观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

定，对违反医学观察规定的

对象，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第一次观察期未

满擅自脱离观察措施的，予

以警告并从外出之日起重新

计算观察期限，，公安部门进

行训诫处理；

（二）对第二次观察期未满

擅自脱离观察措施的，将由公

安部门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

集中观察措施；集中观察期满

后，将采取治安拘留15天。

（三）在集中医学观察期

间仍不服从观察要求的，将

不予出具《解除医学观察告

知书》。

（四）对于那些违反相关

规定、情节严重的，将以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安

全罪、妨害公务罪等罪名，要

追究刑事责任。

三、解除医学观察后需

持《解除医学观察告知书》才

可复工上学。观察期14天结

束后，九江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村（居）、单位工作人

员将上门为您检查身体。符

合条件的，将为您出具《解除

医学观察告知书》。各企事

业单位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您必须持有镇卫生防

疫部门出具的《解除医学观

察告知书》，才允许复工上

岗、入职、子女入托、入学及

申办政府的各种行政事项，

为此希望您按村（居）、单位

要求做好居家隔离。

四、依法严厉打击拒不

配合健康登记、隔离措施的

行为。对未按照规定主动登

记报告，在工作人员询问时

不如实告知，或者拒绝执行

相关检测、居家隔离观察、集

中隔离观察、隔离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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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治安

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从重

处罚；暴力抗法的，或引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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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您返回九江住所

后未向辖区村（居）、单位报

告，未纳入我镇居家医学观

察名单的，我镇将不会为您

出 具《解 除 医 学 观 察 告 知

书》，直接影响您在九江的生

活和工作。

希望您予以理解配合。

让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特此通知。

九江镇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

广大市民朋友们：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个国人的心，

全国上下正众志成城进行着疫情

阻击战。受疫情影响，血液供应

面临着严峻考验。抗击疫情当务

之急，献血救人刻不容缓。面对

临床用血的需求，无偿献血不能

停，我们爱的接力不能停！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患难之际见

真情，危难时刻显英雄。每一位

无偿献血者，都是为爱逆行的勇

士。请您在身体健康和条件允许

情况下伸出手臂，捐献可以再生

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病毒无情，南海有情，捐献

热血，为爱逆行。

为此，九江镇将于2月安排

无偿献血活动：

一、时间：2月21日，地点：

沙头文体公园

二、时间：2月22日，地点：

红棉公园

当天上午9：00—12：00时，

下午1：00—3：00时

来吧，让我们一起加入“热

血战疫”，做最美逆行者！献血

救人需要您！同时温馨提示各

位市民出门期间，请佩戴口罩，

注意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九江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

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好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九江镇

行政服务中心、各社区行政服务中

心将继续暂停现场对外办理业务。

据悉，九江镇行政服务中心、

各社区行政服务中心继续暂停现

场对外办理业务至2月14日，具

体正式对外办公时间将于2月17
日前另行通告。

疫情防控期间，请广大企业

和市民尽量选择“南海政务通”微

信公众号、“南海民声热线”人工

服务、“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等进

行业务查询、咨询与办理。

已预约的市民，请另行预约

办理时间。

暂停现场对外办理业务期

间，镇行政服务中心将安排人员

值班收集群众诉求，如有特殊需

求的按实际情况特事特办，群众

可通过电话的方式预约，值班电

话：0757-81866186。

九江镇行政服务中心、各社区行政服务中心

暂停现场对外办理业务

64人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被查处
南海公安依法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疫情期间社会秩序稳定

献血救人刻不容缓

在南海全区上下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却有人
枉顾禁令、规定，不听劝阻,拒不落实防疫措施。笔者从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获悉，自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起，该局依法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
罪行为，切实维护了疫情期间社会秩序的稳定。截至2
月9日，南海区内共有64人因拒不执行政府相关疫情防
控通告，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

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请广大
市民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法
律法规和相关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安机关
将依法严厉查处。

2月5日，小塘派出所在检

查中发现，狮山辖区内一公寓存

在未对出入人员全部实行健康

登记和体温检测、值班管理人员

工作敷衍等防疫工作漏洞，当即

对该公寓发出限期整改通知。

2月9日，在对该公寓的整

改情况进行复查时，联合检查

组随机抽查4名出入人员，但公

寓值班人员均无法提供相关信

息。根据近期发布的《关于实

施“八项严管”防控疫情措施的

通告》中关于严格落实出租房

管理主体责任的相关规定，联

合工作组对该公寓作出临时封

停处理。

公寓违反“八项严管”防疫措施被查封

案例1

2月8日，罗村派出所接报，

一小区内有市民隐瞒其从疫情

发生地归来的情况，且没有落实

居家隔离。随后，民警联同卫生

防疫部门、社区工作人员迅速来

到该小区核查。

经查，市民汪某1月21日

从罗村前往疫情发生地，并于1
月 25日返回，同行人员共 6

人。回到罗村后，面对社区的核

查，汪某谎称仅有4人同行，隐

瞒了其父母2人也去过疫情发

生地的情况。而且，在汪某4人
居家隔离期间，其父母曾多次外

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不良影

响。警方随即对汪某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教育，并要求汪某及其

家人在家自行隔离。

隐瞒情况还擅自外出被隔离

案例2

2月7日，平洲派出所接群众

举报，平洲工业园某早餐店上午

开门营业，下午和晚上则大门紧

闭，里面不时传出打麻将的声音。

经过核查，2月8日下午，民

警对该窝点进行查处。当民警

从后门进入该早餐店的阁楼时，

发现狭小密闭的空间内有8名

赌博人员，另一头，早餐店老板

在望风。

民警迅速核查聚赌人员的

相关信息，并联系医护人员对现

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经查，未

在该窝点发现有从疫情发生地

前来的人员，也没有发现人员发

烧、咳嗽。

民警对参与赌博的8名人

员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对早餐

店老板吴某处以200元罚款，并

收缴了现场的2张麻将桌。

疫情期间聚众赌博被罚款

案例6

2月7日，一男子驾驶小车

经过西樵官山长堤路防疫卡点

时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直接将车

开入小区。停好车后，该男子再

次途经防疫点，现场工作人员再

三要求其登记资料，均被男子拒

绝。

期间，该男子还冲向其中一

名正在用手机拍摄情况的工作

人员，试图抢夺手机。

接到现场工作人员报警求

助后，西樵派出所民警迅速锁定

了该男子陈某，并将其传唤至公

安机关接受调查。

目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

拒绝配合防疫检查还抢夺手机被罚款

案例4

2月6日晚，西樵派出所联

新社区民警中队接崇北村委工

作人员报警称，当天上午11时

许，一名男子驾驶小车驶进西樵

镇崇北国泰村时，防疫联防卡哨

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停车接受体

温检测，但该男子不仅不配合检

查，甚至加大油门撞开卡哨的水

马自行进村。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相关信

息，民警锁定了冲卡男子。

2月7日，民警将冲卡男子刘

某口头传唤至西樵派出所接受审

查。经审查，刘某交代自己近期

没有到过疫情发生地，也没有与

疫情发生地人员有过接触，只是

因为十分厌烦每天出入均要测量

体温，一时冲动便冲了卡哨。

目前，刘某因拒不配合防疫检

查被依法处以行政罚款200元。

拒不配合防疫检查还开车冲卡被罚款

案例5

2月6日，市民小吴报警称，

自己的所在城市、姓名及具体到

门牌号的详细居住地址等个人

信息，被人泄露后在网上传播。

接报后，桂城派出所迅速

锁定嫌疑人陈某，并将其带回

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据陈某

交代，当天上午，其在业主群内

看到一则某游轮乘客被确诊为

新冠肺炎的消息，便将在其他

微信群内看到的包含该游轮公

民信息的三张图片（共 213条

公民信息）随手转发到业主群

内，其中便包括报警人小吴的

个人信息。

“发送之后，我自己也感觉

这样乱发他人个人信息，可能

会给对方带来极大的困扰，但

是因为发送时间已经超过两分

钟，撤回不了。”面对民警，陈某

表示自己懊悔不已。

最终，公安机关对陈某散

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处以200元

罚款。

网上散布公民个人信息被罚款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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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9日，广东省药品监管

局、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广东

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医疗保障

局联合发布《关于建立疫情防控

期间在零售药店购买发热、咳嗽

药品人员信息登记报告制度的通

知》。自2月9日起，全省所有零

售药店在销售发热、咳嗽类药品

时实行登记报告制度。

根据通知要求，全省所有零

售药店对购买发热、咳嗽类药品

的人员必须进行体温测量，做好

信息登记，并填写《零售药店购买

发热、咳嗽类药品信息登记表》，

每日及时报送至辖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医疗保障局。

针对线上购药，药监局要求，

互联网药品销售第三方平台，也应

督促入驻的零售药店严格执行本

通知要求，做好登记上报工作。

全省所有零售药店发现购药

者符合以下情形的，应劝导其做

好个人防护及时到医疗机构就

诊，并向当地“三人工作小组”（由

街道村委干部、基层医疗机构、民

警组成）报告。

（一）有发热症状的人员；

（二）14天内来粤的湖北或

温州人员；

（三）14天内曾到过湖北、温

州等疫情高发地的人员；

（四）与（二）（三）类人员有接

触史的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该此通知仅

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

买发热、咳嗽药需实名登记

致涉疫情地区史居民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