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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东高院发布首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刑事案例

用口罩敛财 均被判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记者

昨日获悉， 近日， 省总工会下属单

位省职工互助互济保障事业管理委

员会发出 《关于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 纳入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计划的通知》

（以 下 简 称 “ 《 通

知》”）

， 明确在不增加任何参保费用

的情况下， 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纳入 《广东省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计划

（甲种版）

》 《广东省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乙种版）

》 保

障范围， 罹患新冠肺炎的参保职工，

最高可获互助金 5 万元。

《通知》 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障范

围的期限前溯到 2020 年 1 月 1 日，

并且不设免责期， 新参保的职工也

可以马上得到保障。 职工可以通过

咨询所在单位工会， 查询省职工互

助保障会官网 （www.gdhzh.org.cn）、

微信公众号“广东职工互助保障”，

或拨打当地总工会职工服务热线

（区号+12351） 等方式查询自己的参

保情况， 了解如何申领互助金。

全省职工互助保障系统为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的医护人员、 公安干

警、 环卫工人、 物资保障人员、 疾

控中心等一线工作人员开通绿色通

道， 该类群体确诊的参保职工， 可

按照“先行赔付， 资料后补” 的原

则， 简化互助金申领手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张阳 林伟吟）

“患者心率掉得很快，需

要立刻上药抢救！ ”前天晚上 9：30，在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东 7 区的病房

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抢救”正

在进行。 来自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的医护人员， 正在争分夺秒地抢救

一位病情危急的 89 岁老太太。

入院时 89岁老太太已全身水肿

“当时老太太的心率一下子掉到

每分钟 20 多次，血氧掉到 50%，情况

已经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抢救治疗。 ”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陈亮介绍， 老太太是 2 月 9

日收治入院的，由于全身水肿，医护人

员想通过外周静脉输液为她用药，试

了几次都打不成功， 这几天都是通过

胃管给药， 但这样会影响患者的药物

和营养吸收，不利于治疗康复。

“为了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我们

必须为患者进行静脉输液。 ” 陈亮表

示，老太太是侧卧蜷缩在床上，而且血

管条件不太好， 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中

心静脉穿刺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需要

用 B 超引导。“在 B 超引导下进行中心

静脉穿刺，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精准

地找到穿刺的血管， 大大提高了穿刺

的成功率。 ”在急诊科主治医师余凯和

武汉协和医院超声科同事的协助下，

陈亮在 20 分钟内为患者完成了中心

静脉穿刺。

新开重症病房保持“零死亡率”

没想到，静脉穿刺成功后不久，老

太太病情突然危急， 心率和血氧都不

断往下掉。 医护人员立刻通过中心静

脉输液为老太太用药治疗， 并使用无

创呼吸机。 10 分钟后，老太太的心率回

升到每分钟 120 次， 血氧也回升到

90%，并恢复了自主呼吸。

“看到监护仪器上的各项指标一

点点变好，我们才终于放下心来。 老太

太已经 89 岁了， 抢救成功十分不容

易。 我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

定要把人救回来！ ”陈亮表示，成功抢

救离不开护士的协助配合， 这是每一

位医护人员团结协作的结果。

团队的合作无间不仅体现在病房

里。 每一次值班，医疗组都有 2 名医生

进入病区， 其余 2 名医生留在清洁区

记录病情、开医嘱。 两边医生通过一台

留在病区里的手机联系， 这台手机也

被大家称为“7 楼东情报员”。

该院第二批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

疗队领队、 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许可慰教授表示，该院医疗队于 2 月 8

日开始接管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东 7

区，这里是新开的重症病房，接收的全

部都是重症患者， 病区目前仍然保持

着“零死亡率”的记录。“我们希望这个

记录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在这里没有

‘放弃’二字，我们会全力以赴。 ”

卖假

假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日，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首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犯罪案例。案件涉及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制假

售假、借疫情诈骗等犯罪，四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一年，其中三人并处罚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广东法院依法从

快从严审理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 截

至 2 月 12 日，全省法院累计受理此类刑事案件

20 件，分别按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视频方式

及时公开开庭审理，仅 2 月 13 日当天即开庭审

理并宣判 8 件案件。

广东高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首批典型案件

的发布彰显了广东法院依法严惩妨害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犯罪，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决心。

典型案例

销售假口罩，转卖后部分被捐赠至医院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8 日，白

某某向张某某

（另案处理）

等人出售

假冒“3M”注册商标口罩，销售金额

30.56 万元。其中部分口罩经转卖后

被捐赠至医院。案发后，公安机关在

白某某经营的劳保店缴获部分假冒

“3M”注册商标的口罩。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白某某销售明知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其行

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

质、 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其有期

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4 万

元。

用微信“卖”口罩 诈骗钱财

自 1 月 26 日开始，韦某利用群

众对口罩迫切需求的心理， 在微信

群内发布可低价订购 KN95 型号口

罩的虚假信息， 并用虚假的医疗器

械企业营业执照和快递单号， 先后

骗得 5 名被害人款项共计 12.25 万

元。得手后，韦某将上述钱款用于购

物和消费等。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韦某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销售

用于预防突发传染病疫情用品的名

义，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 根据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性质、情节和悔罪表现，判

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3 万元。

2 月 1 日至 5 日， 周某某利用

群众急购口罩的心理， 在微信推广

号上发布有大量口罩出售的虚假信

息， 在收到被害人微信转账后便不

再理会被害人，诈骗了 19 名被害人

款项 6 万余元。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周某某无视国家法律，在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

假借销售用于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

病疫情等灾害用品的名义， 诈骗他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其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7 万

元。

聚众打麻将还袭警，判刑一年

2020 年 2 月 5 日，正值疫情防

控期间，李某某在家中聚众打麻将。

韶关市仁化县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

警后，即出警到李某某家中处置，说

明政府明令禁止在疫情防控期间聚

集并劝离。 李某某情绪激动，推搡、

拉扯并用凳子砸击民警。

韶关市仁化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李某某无视国家法律， 在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 对政府明令禁止的

聚集行为置若罔闻， 不听劝离， 暴

力袭警，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

罪。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

质、 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

广东医生开展“生死抢救”

武汉 89岁老太太重获生机

白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庭审

现场。 图片来源：省高院微信公众号

医 护 人 员 争 分 夺

秒地展开抢救。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通讯员 张阳 林伟吟 摄

驰援日记

最高可获互助金5万元

新冠肺炎纳入广东工会重

大疾病职工互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