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3日，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侦破一
起涉疫情电信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

1月31日，受害人林某在网络上发布了
需要购买大批口罩的消息。一名自称“李某”
的男子联系上林某说有口罩供应。随后两人
在微信上商议以每个口罩1.5元的价格购买
1万个口罩。林某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等方

式向“李某”转账1.5万元后，被对方拉黑。
接警后，渌口警方经过侦查，迅速锁

定正在河南省尉氏县活动的犯罪嫌疑人李
某，并在尉氏县公安局协助配合下，将其抓
获。李某对其利用受害人急需购买涉疫防
护物资的心理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株洲渌口警方侦破涉疫情电信诈骗案

2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和
环境犯罪侦查支队通过对近期12345市
民热线涉及疫情防护物资的投诉举报信
息，分析筛查、循线追踪，将5名犯罪嫌疑
人抓捕归案，并查获售假门店5家。

经查，1月23日，长沙某医药流通园
康美源保健品店店主张某光为牟取暴

利，在明知是假货的情况下，以每只0.3
元的价格，从非法渠道购进假冒伪劣的
飘安医用口罩106万只。随后，张某光以
每只0.75元至1元的价格，将口罩销售到
长沙、娄底、岳阳、衡阳等地的多个下线客
户，销售金额达到78万余元，非法获利45
万余元。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长沙警方侦破销售伪劣医用口罩案
【案例链接】

全省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唐亚新）今

天，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我省公安机关在
严密防控疫情的同时，充分发挥打击犯罪
职能作用，查获多起虚假制售医疗防疫物
资、实施电信诈骗、非法猎捕销售野生动物
等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1 月 24 日至今，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

涉疫情刑事案件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9
人；查处涉疫情治安案件 96 起，治安处罚
116人。省反电诈中心发布防涉疫情诈骗预
警劝阻信息1500余条，完成快速止付579
条，共挽回群众被骗资金1215.3万元。森林
公安系统破获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27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2人。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周闯 刘灵宁）出动执法人员71670人次，
张贴派发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公告94109份，
检查集贸市场和农村集市26833家次……湖
南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
精神，全力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市场监管，严
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行为。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介绍，按
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
署，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在加强农（集）贸监管
上重拳出击：严禁野生动物进入农（集）贸市
场，严禁任何野生动物交易经营行为，严厉打
击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行为；督促市场主办方
关停农（集）贸市场活禽交易，停止农（集）贸
市场的活禽宰杀行为；督促市场主办方严格
落实“1110”制度，即一日一清洗、一日一消
毒、一日一巡查、野生动物和活禽零交易。

截至 2 月 6 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检

查花鸟鱼虫市场 30 个次，检查宠物交易
市场 45 个次、宠物店 178 家次、其他野生
动物经营场所 955 个次，检查市场内经营
者数量 24807 户、其他野生动物经营户
2130 家次。严处重罚并曝光了一批非法
经营销售野生动物案件。

强化网络交易监管，切断野生动物网
上违法交易渠道。目前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共检查电商平台（网站）8237户次，监测省
内网站线索 2086 条，监测省外平台线索
447 条，通知网店屏蔽或下架相关信息
2410条，通知第三方平台协助屏蔽或下架
相关信息7616条。要求五八网、赶集网、长
沙惠农网等平台组织自查自纠，其中五八
网、赶集网屏蔽或下架 300 多万条疑似野
生动物交易问题信息。饿了么平台对通报
的288条涉嫌野生动物经营的菜品信息进
行下线处理。

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

1.祁阳县羊角塘镇张某、黄某涉嫌
非法网上经营野生动物案

疫情防控期间，祁阳县市场监管局会
同永州市、祁阳县两级林业部门及森林公安
民警迅速出击，突击检查了位于祁阳县羊角
塘镇一处非法网上经营野生动物窝点，现场
查获河麂冻体10只、野猪冻体1头、竹鼠冻
体10只、野兔冻体57只以及鸟类冻体17袋
约200余羽，娃娃鱼活体5条、鳄鱼龟活体8
只、草龟活体2只。当事人张某、黄某因涉嫌
收购、运输、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经
营罪已被祁阳县森林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茶陵县某海鲜店经营没有合法来
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竹鼠案

疫情防控期间，茶陵县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在对茶陵县某海鲜店检查时，
发现该店员工正在加工经营竹鼠，但该
店无法出具竹鼠的合法来源证明。经查，
该店老板雷某于1月23日从一农户手中
以120元每公斤的价格购进竹鼠1只，竹
鼠重0.6公斤，再以160元每公斤的价格
将竹鼠销售出去，价值96元。该店行为违
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执法人员
依法对该店作出没收违法所得96元、顶
格罚款960元的行政处罚。

■链接
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案例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慰问一线医护人员，筹集资金为
防控一线人员购买防疫用品，利用多
种手段宣传防疫知识，倡议全省职工
群众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从
省总工会到基层工会，从产业工会到
企业工会，全省各级工会组织把支持
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以“工会力量”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支前队”。

阻击疫情贡献“工会力量”

连日来，省总工会按照省委、省
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的部署要求，立即
响应、立即行动，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重大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把
抗击疫情作为守初心、担使命的“主
战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工会力量”。
1月23日，省总工会向全省工会

系统下发《关于做好关心坚守防疫抗
病岗位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的通知》。
紧接着，省总工会拨付 200 万元专
款，分发到全省 14 个疾控中心和当
时已经收治了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
的 18 家定点防治医院，用于慰问一
线医护人员，对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137名医护人员给予特别关怀。

1 月 29 日，省总工会发出倡议
书，号召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广大工
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奋勇
担当，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 月 3 日，省总工会拨付疫情防

控工作第二批专项资金 1604 万元。
截至2月4日，省总工会共拨付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专项
资金1834万元，加上市、县两级工会
专项资金 2213 万元，全省工会系统
累计投入4047万元支援防疫斗争第
一线。

这些资金用于慰问在抗击疫情
战役中冲锋陷阵、辛劳苦战的疾控中
心、医院、公安派出所、交警队、收费
站卡、车站码头、交通运输、市场监
管、应急管理、新闻网信、城建城管、
禽畜防疫等单位的一线职工和工会
会员。

患难时彰显“娘家人”情怀

“解除后顾之忧，在生活上给予
关心，在精神上给予关爱”“做一线医
务人员的坚强后盾”。1月23日，长沙
市总工会对该市定点救治医院（长沙
市第一医院北院）下拨5万元专项慰
问金，并划拨100万元专项资金。

1月25日，岳阳市总工会到市一
医院南院为一线医护人员送去“娘家
人”的温情问候和慰问金。

1月28日，湘潭市总工会来到加
班赶制口罩的湖南臻和亦康有限公
司，为公司一线加班员工送去了慰问
金。

1月29日，常德市总工会紧急下
拨145万元专项慰问金，用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衡阳、永州、张家界等地工会将
慰问金和慰问品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株洲、自治州等地工会多方筹措，将
医用口罩、医用手套、消毒药水等物

资送抵疫情防控一线；怀化、郴州等
地工会到部分企业就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指导；衡阳、娄底、益阳等地工会
深入社区做好疫情防控的排查、宣传
工作等。

从各市州总工会到各县（市、区）
总工会到各产业（系统）工会，各级工
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组织看望慰问
抗击疫情的一线职工，为驰援湖北和
坚守全省防疫抗病岗位的医护人员
提供防护、送去温暖，嘱咐战斗在疫
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做好自身防护，慰
问坚守在交通、通信、物流等疫情防
控一线的职工。

一份份关怀，一声声问候，不仅
为抗击疫情一线的职工送上“娘家
人”的温暖，更送去了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

劳模精神闪耀在“特殊战场”

“我已经穿上了志愿者的红马
甲，配合社区做好武汉返长人员登记
工作。”2 月 1 日，宁乡市总工会干部
武丹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接
到需要人手帮忙做好防疫工作的电
话后，她奔赴社区，协助对居家观察
的住户进行走访检查，并对外来人员
住户进行电话访问。

跟武丹一样，从农历正月初一开
始，全省各县市区、街道、社区的基层
工会干部们纷纷放弃休假，“逆行”回
到岗位。

他们深入街道、社区，与基层干
部和卫健部门工作人员，对到过重点
疫区的人员分类采取居家隔离、医院
留观和诊治措施。逐门逐户了解情

况，及时掌握辖区内流动人员近期动
态，挨家挨户宣传最新的防控措施，
以冲锋者姿态、守护者身份，坚定站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冲锋在前、战斗
在前、奉献在前，劳模精神在疫情防
控的特殊战场闪闪发光。

1 月 23 日，全国先进工作者、益
阳资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周和中就
一直值守在阻击疫情岗位上。

“作为政府指定的收治医院，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全员春节取消休
假，保障郴州市民能过一个平安祥和
的春节。”全国劳模、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雷冬竹说。

各行各业劳模迎难而上、勇挑重
担，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慷慨解囊、
奉献爱心，积极踊跃捐款捐物，以各
种方式奉献人间大爱。

2月1日，一辆载有8000只医用
口罩、1600 只 N95 口罩的车驶入了
耒阳市人民医院。这是衡阳市劳动模
范蒋亚龙捐给一线医护人员的防疫
物资。

全国劳动模范龙四清大年三十
即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连续在村里
战斗7天7夜。“在疫情面前不能把个
人利益看得太重。”这是龙四清这几
天时常唠叨的一句话。

大年初一，全国劳模、长沙市荷
花园街道政协联络处主任刘朝辉，和
丈夫从广州尚在哺乳期间的女儿家
返回，驱车 7 小时赶回社区，家都没
回就直接上岗，带领她的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员，强化联防联控、网格化排
查。用刘朝辉的话说，“只要他们平安
健康，我们的工作就不白做”。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于振宇）2
月6日，省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对全省检察机关做
好当前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要依法惩治涉疫情刑事
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医闹”

“暴力伤医”、扰乱医疗秩序的犯罪，依法保
护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依法严厉
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
利、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和制
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犯
罪。依法严厉打击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以及疑似病症故意传播病毒、拒绝
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
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与疫情有关的恐
怖信息、利用疫情制造传播谣言、抗拒疫情
防控、破坏法律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等犯
罪。依法惩治隐瞒、谎报疫情，未及时采取
预防、控制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等渎职犯罪。

《通知》强调，要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开展源头防控，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捕猎
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犯罪，注意发现野
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
探索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注重
发现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中存在的漏
洞，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相关治理
措施。要切实加强涉疫情诉讼监督，充分利
用“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
深入挖掘监督线索。加强民事诉讼监督，妥
善办理因疫情引起的合同、劳资纠纷等案
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据授权探索提出惩罚
性赔偿请求，提高违法者违法成本。要切实
做好监管场所检察工作，全面掌握监管场
所疫情防控情况，督促监管部门做好监管
场所的消毒、监测、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
备、限制会见等工作。要重点加强疫情防控
期间监管场所安全防范、维护在押人员合
法权益、纠防超期羁押等检察工作。对于因
工作失职渎职导致监管场所疫情发生、出
现严重后果的，要依法开展侦查。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司法保障
省检察院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涉疫犯罪行为

当好疫情防控“支前队”
——全省工会组织疫情防控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昌华 胡立华

廖艳霞

2 月 7 日 清 晨 5
时，湘潭市医疗废物处
置中心有限公司收运
队副队长冯福，穿好防
护服，戴上护目镜和
N95口罩，坐上专车出
发。

接下来的几个小
时里，他和队友会前往
全市 5 家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定点救
治医院、开设发热门诊
的24家医疗机构等单
位，将已分类、封存并
贴上了“高度感染性废
物”标签的医疗废物，
迅速装箱，然后专车专
人转运到株洲进行安
全处置。

疫情就是命令。当
前，我省 14 个市州的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许
多工作人员和冯福一
样，坚守在防控疫情的
一线。

医疗废物、废水所
含的致病细菌及病毒
是普通生活垃圾、污水
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
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
为疫病流行的源头或
造成环境污染。因此，
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
业人员按照严格的程
序操作，切实做好收
集、运送、贮存、处置等
各个环节工作，彻底斩
断病毒传播的“后路”。

1月21日，省生态环境厅迅速作
出部署：加强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环境
监管，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

半个多月来，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书记、厅长邓立佳靠前指挥、统筹调
度，多位厅领导赴各地对医疗废物处
置环境监管工作进行调研指导、督查
暗访；广大干部职工纷纷响应号召，取
消春节休假，冒着被感染风险，深入定
点医院和医废处置单位等防控一线，
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在我省已建成的12家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中心，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处置
单位对定点医院产生的确诊（含疑似）
病人医疗废物采取单独收集、单独转
运、单独高温蒸煮、残渣单独出炉、残
渣单独转运填埋的特殊措施，并做好
整个处置流程的管理台账备查，确保
疫情定点医院的医疗废物当天完成安
全处置；同时加强协调和调度，确保暂
未建成集中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湘
潭、益阳两市的医疗废物得到及时安
全处置。

据统计，1月24日0时至2月6日
24时，全省已建成的12个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正常运行，累计处置医疗
废物量211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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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违法典型案件一览
1.邵阳景园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益康大药房涉嫌哄抬价格案。
疫情防控期间，邵阳景园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益康大药房以10元/
个的价格销售3M9002防护口罩，
不能提供该口罩合法进购票据、数
量、销售记录等依据，涉嫌哄抬价
格。目前，邵阳县市场监管局已立
案调查，拟处罚款50万元。

2.湖南春和祥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浏阳市益寿堂店涉嫌哄抬
价格案。疫情防控期间，湖南春和
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浏阳市益
寿堂店高价销售标称为飘安牌的
一次性口罩，与飘安控股河南有限
公司在网上发布的声明函所指的
假冒产品基本一致，浏阳市市场监
管局已向河南省长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当事人涉
嫌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目前，浏
阳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拟处
罚款10万元。

3.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路千金
大药房涉嫌哄抬价格案。疫情防控
期间，天元区嵩山路千金大药房以
9.8元/片的价格销售医用外科口
罩，无法提供合法进货单据，涉嫌
哄抬口罩价格。目前，株洲市市场

监管局已立案调查，拟处罚款10
万元。

4.桃江县马迹塘千金大药房
涉嫌哄抬价格案。疫情防控期间，
桃江县马迹塘千金大药房以25元/
个、30元/盒的价格销售口罩、艾条
等用品，不能提供上述用品的进货
凭证等资料，涉嫌哄抬价格。目前，
桃江县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拟
处罚款5万元。

5.长沙高新开发区雷锋镇雷
锋大药房涉嫌哄抬价格案。疫情防
控期间，长沙高新开发区雷锋镇雷
锋大药房两家门店销售的KN90口
罩进销差价率为48%；其中一家门
店销售的医用脱脂纱布口罩进销
差价率为122%。涉嫌哄抬价格。目
前，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
查，拟依法没收违法所得4581.15
元，并处罚款22905.75元。

6.蒋丁杰涉嫌哄抬价格案。疫
情防控期间，蒋丁杰贩卖多种类型口
罩，其中两种口罩以3元/个的价格购
进，以20元/个的价格销售，涉嫌哄抬
口罩价格。目前，涟源市市场监管局
已立案调查，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没收违法所得2813.5元，并处
罚款11254元。

7.邵阳湘中宝诚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长春药店涉嫌哄抬价格
案。疫情防控期间，邵阳湘中宝诚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长春药店以
3元/瓶的价格购进消毒液，以5元/
瓶的价格对外销售，购销差价率达
66.7%，涉嫌哄抬价格。目前，邵阳
市大祥区市场监管局已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处没收违法所得
1600元，并处罚款8000元。

8.沅陵县玉芝堂养生馆(李芝)
涉嫌哄抬价格案。疫情防控期间，
沅陵县玉芝堂养生馆(李芝)以 5
元/个价格购进，以10元/个的价格
销售一次性医用口罩，涉嫌哄抬口
罩价格。沅陵县市场监管局已立案
调查，拟没收违法所得1485元，处
罚款7000元。

9.洪江市安江镇延昌大药房
涉嫌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案。疫情防
控期间，洪江市安江镇延昌大药房
销售KN95和KN90医用口罩，未明
码标价。洪江市市场监管局以简易
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
5000元。

10.廖彩霞（东安县人参大药
房九龙店）涉嫌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价外加价案。疫情防控期间，廖
彩霞（东安县人参大药房九龙店）
价格标签标示价格为1元的一次
性口罩按照3元的标准销售，且标
价签不按规定内容注明计价单位。
东安县市场监管局已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罚款5000元。

湖南发布首批10起价格违法典型案件
严厉打击利用疫情牟取暴利的价格违法行为，民众发现线索

请拨打12315投诉举报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刘骄男）湖南省市场
监管局2月6日发布首批10起价格
违法典型案件，涉及哄抬口罩等防
疫物资价格、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
违法行为。

为抗击疫情，我省对与疫情防
控相关的口罩、消毒水、药品等防疫
用品，以及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肉、蛋、菜、米、面、油等生
活必需品加强价格管控。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紧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

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了一批案件。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表示，市场监

管部门严厉打击利用疫情牟取暴利的
价格违法行为，全力维护市场秩序。广
大群众如发现有相关违法线索，请及
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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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就是
命令

2月7日中午，涟源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
续作战了十余天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机动队，接到采样紧急
任务后，来不及休息片
刻，匆匆踏上了“逆行”的
征程。 刘再丽 摄

▲ ▲（上接1版）
今天，对于长沙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

该市今天共有9例患者治愈出院，其中长沙
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
有8例，浏阳市人民医院1例。至此，长沙市
治愈出院确诊病例累计达19人。9名出院患
者中男性6人，女性3人，年龄最大的70岁，
最小的29岁。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今天也有6名

患者治愈出院。据南华医院院长汤永红介
绍，出院的这 6 名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
后，病程缩短，效果明显。

怀化市卫健委传来好消息：今天，怀化有
7名患者治愈出院，怀化市累计出院14人。

医生提醒：患者出院后仍将集中隔离
或者居家隔离至少 14 天，并做好密切观
察。同时，要注意休息，补充营养，保持心
情舒畅，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