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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粤 72 民特 11 号 申请人东莞市金辉航运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

请人称：2019 年 12 月 7 日，申请人所有的“金辉 338”轮（总吨位：

2241）在珠海崖门口水道 31 号浮标附近水域被深圳市保得海运

有限公司所有的“保得 8118”轮碰撞。事故造成“金辉 338”轮沉

没，船载 100 个重柜全部落水及发生部分燃油泄漏。申请人依法

就碰撞事故产生的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基金数额为 228873.5 特别提款权及该款项自 2019 年 12 月 7

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

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

关系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

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书面异

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

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

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

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联系人：吴贵宁、张子豪；电话：

0756-2221980。 广州海事法院
(2020)粤 72民特 1号 申请人深圳市保得海运有限公司、深圳

市南海海运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0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两申请人共有的“保得 8118”轮（总吨

位：2996）于 2019年 12月 7日与东莞市金辉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

“金辉 338”轮在珠海崖门口水道 31 号浮标附近水域发生碰撞事

故，造成“金辉 338”轮沉没及其船载 100个集装箱落水损失。申请

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非人身损害责任限制基金数额为 583832特

别提款权及利息。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

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

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

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自最

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

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

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债权。联系人：吴贵宁、张子豪；电话：0756-2221980。

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9 日裁定受理对南通必捷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当日指定江苏诚谨律师事务所为南

通必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3 月 9 日

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海门市海门街道解放中路 93 号 5 楼江

苏诚谨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奚卫国；联系电话：13962872333）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

407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河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裁定受理青河县锦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锦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1月 20日指定清算

组为管理人。锦华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3 月 1 日前，向管理

人(通信地址:青河县人民法院三楼清算组办公室;联系人:成誉

陇，电话:1509931156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锦华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 16 时 30 分在青河县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各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并向管理人提交身

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新疆]青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河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1月19日裁定受理新疆金赛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赛

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月20日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

金赛宏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年 3月 1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青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三 楼 清 算 组 办 公 室;联 系 人:成 誉 陇 ，电 话:

1509931156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金赛宏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3月 14

日 10时 30分在青河县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各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并向管理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

份证明书，有委托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新疆]青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河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1月19日裁定受理青河县丰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丰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月20日指定清算组为管理

人。丰润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3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青 河 县 人 民 法 院 三 楼 清 算 组 办 公 室;联 系 人:成 誉 陇 ，电 话:

1509931156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丰润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3月 14日

16时 30分在青河县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各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并向管理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份证

明书，有委托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新疆]青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河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裁定受理青河县华东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东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指

定清算组为管理人。华东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3 月 1 日

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青河县人民法院三楼清算组办公室;

联系人:成誉陇，电话:15099311567)申报债权，说眀债权数额和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华

东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 10 时 30 分在青河县人民法

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各债权人应准时参加，

并向管理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新疆]青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河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1月19日裁定受理青河县天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正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月20日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天

正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3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青河县

人民法院三楼清算组办公室;联系人:成誉陇，电话:15099311567)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天正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3月15日16时30分在青河

县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各债权人应准时参

加，并向管理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新疆]青河县人民法院

河南金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京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 司 、 孙 国 榜 （41292519660609151X） 、 范 义 轩
（41048119630617151X）、张玉克（411528196303287132）：
本会受理申请人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委托担保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信仲裁字第 026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河

南 省 信 阳 市 浉 河 区 八 一 路 金 源 大 厦 八 楼 801 室 ，联 系 方 式 ：

0376-8160805） 信阳仲裁委员会
信阳市恒天房地产开发公司罗山分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信阳

市财金担保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委托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16）信仲裁字第031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八一路金源大厦八楼

801室，联系方式：0376-8160805） 信阳仲裁委员会
信阳大森实业有限公司、姚青海（413001196308040539）、张

平（41300119670909102X）、张德尧（413001196107161019）、
张勇（413001196309281019）：本会受理申请人信阳市财金担保

有限公司与你们委托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信仲裁字第046号裁决书。（本会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

八一路金源大厦八楼801室，联系方式：0376-8160805）

信阳仲裁委员会

张长军：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 1688 号申请人赵平平与

被申请人张长军、朱苏丽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

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

案（开庭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

电话 0571－88394760）。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庭审之日起 60 日内，

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合肥太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鹿海龙与你单位因

确认解除劳动关系、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劳

动争议案件（济高新劳仲案字【2019】第 1250号），根据《山东省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济高新劳仲案字【2019】第 1250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娜仁（身份证号：152101195711270920）、嘎拉登（身份证号：

152101194810300916）：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理的申请人呼伦贝尔市永恒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

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立字〔2019〕第 4号。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9〕呼仲裁字第 4

号），你们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电话：0470-8217486。地址：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河西新区政务综合楼 F区 206室）

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
宜城猛狮风电开发有限公司：本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受理的

申请人风脉能源（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技术服务合同争议

［（2019）武仲受字第 000002924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

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

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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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社会安
定有序，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根
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制定本意
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疫情防控时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的重大意义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上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排，按照中央政
法委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将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
等大事来抓，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及
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
犯罪，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二、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
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

（一）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
罪。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
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
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
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

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
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
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
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
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
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
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
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
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
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
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第 三 款 的 规 定 ，以 妨 害 公 务 罪 定 罪 处

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二）依法严惩暴力伤医犯罪。在疫
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
伤以上的严重后果，或者对医务人员实
施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为，致使医
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
定罪处罚。

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依
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以寻衅
滋事罪定罪处罚。

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
恐吓医务人员，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
条、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以侮辱罪或
者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
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符合刑法第二百三
十八条规定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三）依法严惩制假售假犯罪。在疫
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
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假药、劣药，符
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
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
销售劣药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不符合保障
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
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
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
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

（四）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在疫
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
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
急需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
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
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
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五）依 法 严 惩 诈 骗 、聚 众 哄 抢 犯
罪。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
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
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
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规定，假
借疫情防控的名义，利用广告对所推销
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致使多人
上当受骗，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
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聚众哄抢公私财
物特别是疫情防控和保障物资，数额较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

和积极参加者，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八
条的规定，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编造
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
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
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
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
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利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
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定罪处罚。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
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
正，致使虚假疫情信息或者其他违法信
息大量传播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
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对虚假疫情信息案件，要依法、精
准、恰当处置。对恶意编造虚假疫情信
息，制造社会恐慌，挑动社会情绪，扰乱
公共秩序，特别是恶意攻击党和政府，借
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的，要依法严惩。对于因轻信而传播
虚假信息，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七）依法严惩疫情防控失职渎职、
贪污挪用犯罪。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负

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控制、医
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
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
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
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
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防治监管
职责，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
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
零九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
罪处罚。

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
菌种、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新型冠状病毒毒
种扩散，后果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
十一条的规定，以传染病毒种扩散罪定
罪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管理国有财产
的人员，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截留或者以其他手
段非法占有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款物，或者挪用上述款物归个人使
用，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
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四
条、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以贪污罪、职
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定罪
处罚。挪用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符合刑法
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八）依法严惩破坏交通设施犯罪。
在疫情防控期间，破坏轨道、桥梁、隧道、
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
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
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定
罪处罚。

办理破坏交通设施案件，要区分
具体情况，依法审慎处理。对于为了
防止疫情蔓延，未经批准擅自封路阻
碍交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以
犯罪论处，由主管部门予以纠正。

（九）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犯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依照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
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
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
罪处罚。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
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依照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开
办交易场所、进行网络销售、加工食品
出售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
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
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符合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的
野生动物而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一
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定罪处罚。

（十）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违
法行为。实施上述（一）至（九）规定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虚构事实扰乱公
共秩序，扰乱单位秩序、公共场所秩
序、寻衅滋事，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
决定、命令，阻碍执行职务，冲闯警戒
带、警戒区，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
他人，诈骗，在铁路沿线非法挖掘坑
穴、采石取沙，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
施，损毁铁路设施设备，故意损毁财
物、哄抢公私财物等规定，予以治安管
理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
政处罚。

对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有关违
法犯罪的，要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量，
依法体现从严的政策要求，有力惩治
震慑违法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
会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三、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保
障办案效果和安全

（一）及时查处案件。公安机关对
于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的案件，要依法及时立案查处，全面
收集固定证据。对于拒绝隔离治疗或
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人
员，公安机关要依法协助医疗机构和
有关部门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要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强化沟通协调。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要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案件顺利侦查、
起诉、审判、交付执行。对重大、敏感、
复杂案件，公安机关要及时听取人民
检察院的意见建议。对社会影响大、
舆论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要加强组
织领导，按照依法处置、舆论引导、社
会面管控“三同步”要求，及时向社会
通报案件进展情况，澄清事实真相，做
好舆论引导工作。

（三）保障诉讼权利。要依法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特别是辩护权。要按照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的要求，积极组织律师为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依法提供辩
护或者法律帮助。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要加强对律师辩护代理工作的指导监
督，引导广大律师依法依规履行辩护
代理职责，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四）加强宣传教育。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要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结合案件办理深入细致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要选取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加大警示教育，震慑违法犯罪分
子，充分展示坚决依法严惩此类违法
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决心。要引导广大群众遵纪守
法，不信谣、不传谣，依法支持和配合
疫情防控工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
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五）注重办案安全。在疫情防控
期间，办理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案件，办案人员要注重自身安
全，提升防范意识，增强在履行接处警、
抓捕、羁押、讯问、审判、执行等职能时
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范能力。除依法
必须当面接触的情形外，可以尽量采取
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采取视频
等方式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
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人民法院在
疫情防控期间审理相关案件的，在坚持
依法公开审理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聚集，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旁听
群众、法院干警的安全和健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
（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
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贯彻落实 2020 年 2 月 5 日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
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
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
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现予以印发，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
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分别报
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20年 2月 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法发 〔2020〕 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
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上接第一版 重大考验面前，更能
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给予
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作风飘浮、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的，要严肃问责。要
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心同德、众志
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离开地坛医院，习近平来到朝阳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听取朝阳区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这
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
能力是一次大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
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
也暴露出许多不足。要把全国疾控体系
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
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

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
在疾控中心会议室，习近平主持召

开会议，听取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北
京作为首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责任重
大，决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落
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坚决抓好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这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
切断传染源，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
范围。当务之急是针对节后返京人流逐
步增加、疫情蔓延风险剧增的形势，有
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施。要坚持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密切
接触人员要尽可能统一集中进行医学观

察。要完善社区联防联控体系，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报告。要运用大数据等手
段，加强疫情溯源和监测。要加强防疫
物资保障，重点防控部位的人员和物资
都要保障到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
给予支持调配。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医疗救治，继
续巩固成果，坚持中西医并重，组织优
势医疗力量，在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上
拿出更多有效治疗方案。要实行分级分
类诊断救治，实现确诊者应收尽收，对
重症、危重症病例要集中救治、全力救
治，特别是要密切关注孕产妇、婴幼儿
等病例。对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要做好
充分准备，通过扩充改造医院、增加床

位等方式，提高收治能力。要组织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科研攻关，加
大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的研发力度，
争取早日取得突破。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宣传党中央决
策部署，营造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舆
论氛围，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强大正能量。要广泛普及科学防护
知 识 ， 引 导 群 众 正 确 理 性 看 待 疫 情 ，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要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要加强
水电气热等城市“生命线”维护，保
障城市正常运行。要坚决打击哄抬物
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违法犯罪
行为，妥善处理好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

类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任务，在全力以赴抓好疫
情防控同时，统筹做好“六稳”工
作。要坚定信心，看到我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疫情的冲击只
是短期的，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
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尽可能降低疫
情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完成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要抓好在建
项目复工和新项目开工。要稳定居民
消费，发展网络消费，扩大健康类消
费。要积极推动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要在金
融、用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帮助

渡过难关。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特别是要
高度关注就业问题，防止出现大规模
裁员。

习近平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部门、各单位、各在京央企和部队要
积极支持配合首都疫情防控工作。有
关部门要加强防疫物资统筹调配，根
据北京市疫情防控需要及时投放补
充。在京医疗资源、医疗力量也要建
立统筹机制，在京中央单位要担负起
各自的疫情防控责任，带头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

丁薛祥、肖捷、赵克志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