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0人涉疫情犯罪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严
格依法追诉、惩治破坏疫情防控的犯罪行
为。截至2月18日，全国检察机关共介入侦
查引导取证涉疫情刑事犯罪2692件 3722
人；受理审查逮捕603件729人，审查批准逮
捕498件 598人；受理审查起诉323件409
人，审查提起公诉238件290人。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
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加
强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严格依法追诉、惩
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
传谣、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破坏疫情防控的
犯罪行为。

据介绍，全国检察机关介入、办理抗拒疫
情防控措施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类犯罪（含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219件
272人，妨害公务罪485件628人，寻衅滋事
罪155件199人，故意伤害罪14件15人，制
假售假类犯罪（含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
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
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478件1030人，非法经营罪
（哄抬物价）65 件 104 人，诈骗罪 1165 件
1260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22件22
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含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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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狩猎罪，野生动物资源类非法
经营罪）207件298人，其他涉疫情犯罪117
件178人。

随着各地复工复产，四川省仁寿县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开行“春风行动返岗专车”，帮助外出务工
人员返岗复工。据悉，四川省仁寿县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启动“春风行动”道路运输
响应式服务，将外出务工人员健康申报下沉到村（社
区），通过汇总信息、组织运输企业等服务流程，对

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健康登记、体温测量、口罩佩戴检
查、消毒等服务措施，确保外出务工人员顺利安全抵
达目的地。图为 2 月 19 日，在四川省仁寿县联营汽
车客运站，工作人员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健康登记
和体温测量。

□据新华社

“春风行动”助农民工安全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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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阳地区铸造材料公司、邓利军：

本院受理原告陈怀琪、吴登华、金文、金燕、黄南
娇、张世珍、杨玲、杨宇、童玉容、吴波、金礼忠、黄新尔、
黄勤荣、杨瑛与你方及被告王崇荣、王霄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恢复诉
讼通知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刘永秀：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中心支公司诉

被告刘永秀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9)黔0402民初4546号民
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90882.27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费7671.92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以上述理赔费及保费总计98554.19元为基数，自2018

年12月6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暂计付至
2019年8月13日共计250天，违约金共24638.55元)；3、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19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日前发布通
知，要求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财税政
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保障经济运行。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
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各级财政部门要加
强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密切跟踪相
关政策措施落地情况，及时反映情况和
问题，确保患者、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务人员以及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应享尽享财税支持政策。

通知明确了各级财政部门加强疫

情防控财政资金监管的重点内容和监
管方式，要求各级财政部门统筹做好资
金调度，优先保障和拨付疫情防控资
金，切实保障基层疫情防控及“三保”支
出需求。建立疫情防控资金台账，及时、
足额拨付各项疫情防控资金，及时向社
会公开相关信息，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
方式受理群众举报，严肃查处违规问
题。加强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的预算绩
效管理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同相关
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坚
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减少基层
负担，做到高效有序监管。

财政部加强疫情防控
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从公
安部获悉，截至2月18日，全国公安机关
共侦办涉疫情制售伪劣产品、假劣药品、
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案件459起，抓
获嫌疑人 1084名，捣毁犯罪窝点 473
个，查扣涉案口罩2500余万只，涉案价
值1.35亿元。

近期，口罩等防护物资需求激增，
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实施制售假劣口罩
及其他防护用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对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造成

重大隐患。
据了解，各级公安机关以打击制售

假劣口罩犯罪为重点，同时紧盯制售护
目镜、防护服、防护手套、卫生消毒用
品、病毒抑制药品等产品，快速侦破了
一批大要案件，查获了一大批不符合质
量标准、没有任何防护作用的假劣产
品，形成了对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
震慑态势。

黑龙江哈尔滨公安机关破获一起
特大销售假劣口罩案，摧毁犯罪窝点

3处，查获涉案口罩30余万只，涉案金
额800余万元。重庆、安徽、山东等地
公安机关联合侦破特大制售假劣口罩
案，查扣涉案口罩 20余万只，原料布
料 40 余吨。广东佛山公安机关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捣毁了2个生产假劣口
罩窝点，查扣假劣口罩 120 余万只和
一批生产设备，涉案价值 500 余万
元。上海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经营
酒精案，查获涉案酒精约9吨，涉案价
值 20 余万元。四川成都公安机关接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交的线索，
侦破一起销售假冒品牌医疗手套等防
护用品案，查获假冒品牌医疗手套
600 余盒、三无医疗护目镜 2820 副、
过期口罩4万余只。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
将对此类涉疫情违法犯罪活动保持“零
容忍”，对制售假劣防护物资犯罪活动坚
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及时消除公共卫
生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公安机关侦办涉疫情制售假劣产品案件
查扣口罩2500余万只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记者从
19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各有关部门在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推动各类
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岗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二级巡视
员唐社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企业
复工复产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从区域
来看，广东、江苏、上海等一些经济大省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
50%；从企业看，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
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业和资本技
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游行业和劳动密
集型企业进度更快；从行业看，涉及疫
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企业复工复产成效
比较明显，例如口罩近几天的产能一直
在100%以上，2月17日的产能利用率
达110%。

对于如何帮助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渡过难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失业保
险司司长桂桢说，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出
台新举措，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
度，扩大中小微企业政策受益面，降低
政策门槛，放宽申领条件，中小微企业
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控制目标即5.5%、30人以下企业
裁员率不超过20%，都可以申领稳岗返
还，即企业所缴上年度失业保险费的
50%。

如何在不过多干扰生产秩序的同
时确保工作人员的健康，成为很多人关
心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
司司长吴宗之说，要严格做好返岗员工
的健康管理和监测。企业要掌握员工
流动和健康情况，对符合地方政府防控
要求的员工安排上岗。要安排专人每
天进行体温监测。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人社
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说，人社部正
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完善就业支持举措，
通过组织网络招聘活动、增加线上可以
办理事项、开展一系列就业创业政策推
介活动等方式，千方百计助力毕业生平
安顺利就业。

国资委宣传局局长夏庆丰说，中央
企业的招聘工作在有序推进之中。国
资委和中央企业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的
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招聘方式，多家
中央企业打造线上招聘平台，重点面向
应届毕业生进行线上招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复工复产积极推进 稳就业打出组合拳

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相同行程查询工具、湖北籍游客
定点酒店、发热门诊地图……在疫情防
控中，大数据表现“亮眼”，不仅助力政府
科学决策、资源优化配置，也能让公众及
时了解疫情发展情况，积极科学防疫。

疫情防控：智慧城市大脑开
启

2月 8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城市
大脑疫情防控平台上线试运行。返京
人员的来源地、是否经由疫区、是否与
确诊病例同过车、驻留时长……只要登
录该平台，上述信息就能即时在海淀区
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大厅大屏幕上
显示出来。

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的智慧城
市大脑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智慧城市
大脑，是目前城市建设热门的科技技术
框架，是基于城市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
将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有关数据显示，全国超过500个城
市正在建设智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
其中，杭州、西安、郑州等十余个城市已
启动城市大脑建设。

城市大脑是非常便捷的技术工具，
可令需求部门“即开即用”。发现疫情
后，杭州市卫健委把市级及以下医院患
者的就诊信息，通过城市大脑交换给警
务系统，用来与人员出行轨迹比对。杭
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这样
的数据系统，可以早期介入、动态管理。

天津开发区借助泰达智慧城市大脑
系统平台，加强动态监测和大数据分析，
为开发区判断防疫形势提供数据支撑。

城市大脑还为疫情防控工作专门建立防
疫物资等主题数据库，为规范化、效率化
调度防疫物资提供支持。

济南市利用城市大脑长期汇聚的医
疗、交通、公安等城市动态管理和实时监
控数据，在人员追踪、疫情态势分析、应
急资源调度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撑、决策
支持和联动指挥依据。同时，充分利用
已建设应用的线上办公、视频会议等业
务信息系统，支持远程办公应用，提升信
息传递效率和业务实时能力。

疫情追踪：企业大数据助力
分析

除了城市大脑外，近日，一些互联网
科技企业和机构也积极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技术，提取有价值信息，助力疫情
防控。

疫情发展与人员流动密切相关。百
度地图迁徙大数据显示，1月16日至22
日，在湖北省内，孝感和黄冈是接受武汉
返乡客流比例最高的两个城市。据高德
地图大数据反馈，今年1月1日至23日
期间，武汉流出设备定位到达城市中，排
名靠前均以湖北本地为主，前五名为孝
感市、黄冈市、鄂州市、咸宁市和荆州
市。其他省市中，从武汉流出设备数从
高到低分别集中在河南信阳、湖南岳阳、
河南驻马店、湖南长沙、重庆、河南郑州、
安徽合肥、江西九江和广东广州等地。
从大数据看，武汉人口迁出趋势在1月
23日达到最高峰值。

目前，高德地图已覆盖全国297座
城市的10145个发热门诊，并新增新冠
肺炎定点救治医院2071家。市民如因

发热需要就诊，还可在高德地图上搜索
“发热门诊”或“新型冠状病毒定点医
院”，查询附近相关机构，就近就医。

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做了大量数据分
析。中国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位工
程师表示，移动公司可实现根据手机信
号定位，并根据以往一段时间内电话记
录来确定人员流动情况。此外，还可以
利用往年数据信息来预测节后返城的人
流情况，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加强防控。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总工
程师金耀辉表示，除了疫情和人员流动
数据，大数据分析还可以在多个方面发
挥独特作用，比如，根据疫情的基本数
据，预测未来疫情发展并及时调配人财
物，跑在疫情前，把握主动权；可对“封
城”“禁车”等政策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
评判政策效果。

“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用户
最想知道、最需要知道的问题是什么。”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说，当下信
息繁杂，我们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有的
放矢地解决这些问题。

“当务之急要建立以湖北，尤其以武
汉为中心的多方数据收集系统。”南京大
学长江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说，对民
众需求强烈的生活物资、医疗物资、政策
发布等信息应快速、精准传递，进一步提
高“抗疫数据”透明度。

危急时刻需实现信息共享，保
护个人隐私

随着疫情发展和防控需要，公众和
社会各界对大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为满足公众需求，国务院办公厅电

子政务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依托国家“互联网+监
管”系统，联合开发出“密切接触者测量
仪”APP，2月8日晚间起，公众可通过该
APP查询自己是否属于“密切接触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部门、机构
已经掌握海量数据资源，许多地方都在
尝试用大数据分析管控疫情，但在部门
横向协调上存在梗阻，“不愿”“不敢”和

“不会”共享的问题依然突出。
金耀辉认为，应推动基础数据共享，

进一步打通不同部门和系统的壁垒，促
进数据流转，形成覆盖全面的防疫大数
据资源，为大数据分析应用奠定基础。

记者采访发现，大数据战“疫”是一
次新尝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健全的地
方。比如，有的数据对人员识别不够精
准，特别是仅靠手机号反映特定人群流
动的信息仍显不足，需要发挥各地网格
化管理体制的优势，应查尽查。

另外，大数据收集、应用需注意保
护个人隐私。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中的个人信息保
护，中央网信办9日公开发布《关于做好
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
控工作的通知》，明确为疫情防控、疾病
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
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
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等
个人信息。

猎豹移动公司的一名安全专家表
示，由于疫情本身受关注度高，应谨防城
市大脑中的数据因受黑客攻击而出现信
息泄露；同时，管理部门在数据使用过程
中也要避免数据泄露。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为服务
全国中小学生居家学习，教育部会同工
信部于2月17日正式开通了国家中小
学网络云平台，免费供各地自主选择使
用。截至19日12时，云平台网页浏览
次数2300万，访问人次1500万，覆盖
全国31个省（区、市）。

据介绍，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统筹整合国家、有关地方和学校相关
优质教育资源，遵循中小学不同学段
学生身心特点和学习规律，充分考虑
防疫期间居家学习和网络学习实际需
求，注重平台使用的便捷性和友好

性。资源内容主要包括防疫教育、品
德教育、专题教育、课程学习、电子教
材和影视教育 6个板块，还有广播体
操、眼保健操等内容。

同时，教育部与工信部建立了平台
保障与应急工作机制，总体协调解决国
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运行保障、应急指
挥涉及的各项工作。

此外，为减少小学生上网时间，保
护学生视力，在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支持
下，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空中课堂以
《同上一堂课》形式，播出小学各年级课
程，兼顾初三和高三学生学习内容。

教育部：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网页浏览次数达2300万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工信部
19日部署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
务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提出支持运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疫情监
测分析、人员流动和社区管理等，对疫
情开展科学精准防控。

运用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
判，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十分重要。记者
从工信部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工信部
连续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推送流动人员态
势分析，为基层防控筛查提供精细化数
据支持，并要求相关企业推出智能排查
等举措，为防控贡献“智慧”力量。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京
东数科等推出疫情防控可视化指挥平
台——“战疫金盾”系统，满足辖区内企

业和居民自主上报疫情防控信息的同
时，支撑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
署。目前已汇聚56个小区近4万居民
健康信息。

联想新视界基于人脸识别、大数据等
技术实现对重点地区客流、发热个体高效
筛查，可广泛用于机场、火车站等场景。

在充分运用信息化工具联防联控
的同时，也要加大完善疫情期间网络零
售服务和物流配送体系。美团等企业
近日推出无人配送技术，通过无人车和
机器人在一些场景开展服务。

工信部提出，下一步将推动企业加
大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形成丰富多
样的“零接触”购物模式，确保百姓生活
必需品供应。

工信部：

加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疫情精准防控

科学战“疫”，大数据能做什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