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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联）2
月14日，记者从珠海市卫
生健康局获悉，2月14日9
时，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公
布，珠海市新增2例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截
至2月13日24时，我市累
计确诊病例91例，累计出
院27例，现有在院病例64
例、疑似病例0例，81名密
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
察。

经初步流行病学调
查，新增确诊病例情况如
下：

病例90（黄某），男，66

岁，常住珠海市斗门区。1
月 14日从湖北鄂州回到
珠海。黄某为小区保安，
平时都是一个人上班。1
月30日经社区排查，发现
为湖北来珠人员，给予告
知和签订承诺书，因已过
14 天隔离期，未强制隔
离。2月9日大排查病毒
核酸检测采样无效，2月
12日检测结果阳性，送至
中大五院隔离治疗。

病例91（江某），女性，
58岁，常住珠海市斗门区，
是病例90的妻子。1月15
日至今，曾3次骑自行车去

白蕉镇大众市场买菜。其
他行程与病例90一致。2
月9日大排查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阴性，2月12日检
测结果为阳性，送至中大
五院隔离治疗。

以上确诊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已及时追踪到并实行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居住
和工作过的小区已封闭，全
部住户强制隔离14天。

上述病例在发病期间
主要活动的区、镇（街道）
和小区如下：斗门区（2
例）：白蕉镇连桥路299号
（2例）

珠海新增2例确诊病例

81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中

本报讯（记者廖明
山 吴梓昊 通讯员 梁
可兵 周学良 方雪冰）
近日，金海岸派出所、
唐家派出所查处4起拒
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
急状态下发布的决定、
命令的案件，对违法行
为人均予以行政处罚。

2 月 10 日，金海岸
派出所民警巡查发现
一麻将馆老板许某聚
集他人在其麻将馆打
麻将。

2月5日，金海岸派
出所接报称，某小区商
铺有人聚集打麻将 。
民警将场地提供者郭
某某传唤到公安机关
接受调查。郭某某如
实供述了明知疫情防
控紧急命令的情况下，
仍聚集人员打麻将的
违法事实。

2月4日，金湾区居

园街、华云街路段有两
间无牌麻将馆违规擅
自营业，聚集人员打麻
将，被金海岸派出所巡
逻民警当场查获。

1 月 30 日，唐家派
出所民警在高新区唐
家边山直街一带巡查
时，发现有居民以打麻
将形式赌博。民警当
场缴获赌资共计 3140
元，并将 4 名打麻将的
男子及提供麻将的女
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
接受调查。

珠海警方对上述违
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
罚。警方呼吁，当前正
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期，
居民应做到少出门、不
聚集，降低因人员流
动、聚集造成的疫情防
控风险，保障自身及他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疫情防控期间聚众打麻将

珠海警方“硬核”处置

本报讯（记者张伟宁）2
月11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二十二法庭内，法官敲
响法槌宣布：“现在开始二审
法庭调查……”而此时，“上
诉人”“被上诉人”座位都是
空的。

为响应“少接触、少聚
集”的防疫要求，珠海中院创
新开展“非接触式”远程庭
审。当事人通过微信，足不
出户便可“到庭”参加庭审。
远程庭审既保障了庭审工作
的开展，又减少了病毒感染
风险。

当天的庭审开始前，法
官、书记员及当事人逐一调
试设备，确保庭审时各方网
络、摄像头、话筒均可正常使
用。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根
据法院技术部门的指引，通
过微信平台进行了身份信息
的核实。上诉人的诉讼代理
人律师杨某向法官出示律师
证等证明文件。

因本案两名被上诉人下
落不明，法院依法向其公告
送达后，进行了缺席审理。
庭审中，法官依法开展法庭
调查，上诉人出示新证据材
料并说明举证目的。

在清晰、流畅、稳定的远
程系统支持下，这一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的庭审在30
分钟内完成。

案件主审法官陈莹表
示，这种庭审方式适用于相
对简单的二审案件，既能减
轻法院的安保压力，又不受
限于空间距离。

据介绍，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珠海中院将不断
探索更多审判执行新方式，
努力确保每一个当事人充
分享有法律规定的诉讼权
利。

防控疫情期

官司怎么打

珠海中院
推线上开庭

本报讯（记者吴梓昊）
记者从香洲公安分局了解
到，近日，香洲警方破获一
起涉案金额195万元的销
售伪劣口罩案，民警远赴
山东德州将嫌疑人李某彬
抓捕归案。

2 月 6 日，事主石先
生报案称，其于1月23日
采购一批医用口罩，向山
东德州的李某彬共支付
货款 195 万元。1 月 27
日至 29 日，石先生收到
李某彬发来的“河南飘安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飘安”口罩 47万只后，
发现该批口罩疑似假冒

伪劣产品。
案情重大。香洲警

方立即立案侦查。办案
民警对涉案口罩进行了
封存、抽样，并派员赴河
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鉴定。经该公司证
实，涉案口罩确系假冒
产品。香洲警方人员又
从河南奔赴山东，于2
月12日抓获犯罪嫌疑
人李某彬。

经审讯，李某彬对
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47万个医用口罩是假的
香洲警方辗转河南山东抓获嫌疑人

本报讯（记者马涛）近日，香洲
区委组织部抽调15名党员组建党
员先锋宣讲队，对辖区内大型工业
企业开展复工前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培训，引导企业按照《香洲区关于推
进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工作的通
知》要求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做到

“五个到位”，严守“十个一律”。
宣讲队员线上线下齐发力。

线下利用PPT或小喇叭在通风较

好的会议室或空旷场所为企业答
疑解惑。线上利用微信群、QQ
群、朋友圈、视频会议普及防疫知
识，将防疫知识传递到企业员工
的耳里、心里、家里，提高企业员
工自我防范意识。

从2月9日至13日，香洲区党
员先锋宣讲队开展了38场宣讲，
69家大型工业企业中层以上主管
663人参加。

复工前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培训

香洲区线上线下齐动手

本报讯（记者张帆）疫情防控
期间，斗门区取消近100项文化、
旅游、体育活动，关停公共文化场
馆、网吧、景区景点等场所，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如何保障？2月13日
上午，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作客斗门电台抗击疫
情特别节目表示，斗门区通过推出
艺术创作、文雅慕课和线上图书馆
三项服务，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鼓励以疫情防控为主题的艺术创
作，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出《因为
你 拥抱你》《医者无疆》《同心合力
驱瘟神》等10多部原创音乐作品。
其中，《因为你 拥抱你》用艺术表

达形式向白衣天使致敬，用艺术力
量坚定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被

“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转载推
送；推出文雅慕课服务项目，课程
数量达400门，涵盖音乐、美术、舞
蹈、戏剧、建筑、影视、曲艺、设计、
传统文化、园林花卉等多个门类，
斗门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文化福
利大礼包。此外，斗门区还推出数
字图书馆和移动图书馆，其中数字
图书馆可提供电子期刊、多媒体资
源等多类型资源，移动图书馆设在

“斗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界面，读
者点击菜单“微阅读”，即可阅览。
没有读者证的居民可以在家进行
数字办证，即办即用。

疫情防控不忘精神生活

斗门线上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本报讯（记者钟夏 通讯员黄
婷）日前，横琴新区税务部门加推
了8条“特时特办”措施，为企业复
工复产特制办税服务套餐，以更好
地满足企业复工复产的办税需求。

“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企
业办税难免有困难。我们对平均
每天500多个涉税事项办理、咨询
案例进行归纳分析，找到了人性化
的解决方法。”横琴新区税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有部分企业因疫情影
响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但又急需享受优惠政策。
横琴税务部门探索应用诚信报告

免责，先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税务
部门根据纳税人信用级别和日常
税收遵从度以及核实的相关情况，
准予纳税人提前享受优惠政策。
后续该涉税业务涉及到要补缴税
款的，免于税务行政处罚。

此外，横琴新区税务部门还
开辟“极速办”通道，优先对生
产、销售和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物资的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办
税缴费服务。涉及到多部门流
转审核的事项，直接由税务人员
后台快速流转，最大限度提速增
效，全力支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稳产保供。

从日均500多例涉税事项中找方法

横琴加推8条“特时特办”措施

本报讯（记者宋显晖）为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高新区实行经济部
门所有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中层
以上领导全部到企业园区一线，每
天早中晚对复工复产企业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截至2月12日17时，高新区共计
974家企业上报复工备案（占全区
5739家企业的17%），已复工复产
的企业共计772家。共计212家
规上企业已完成备案，其中174家
企业已在12日恢复生产。

高新区制定了疫情防控期间
实体经济企业复工复产报备工作
方案，要求主体责任落实到位、防

控机制制定到位、员工信息排查
到位、宣传培训工作到位、防疫物
资保障到位，以及强化企业管理、
强化场所管理、强化空调管理、强
化食堂管理、强化宿舍及班车管
理；要求申请复工复产企业制定
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和应急预案，
做好口罩、测温仪、消毒水等疫情
防控物资保障工作；要求食堂分
时段、以班组为单位打包分散就
餐，每天早晚对员工宿舍、卫生
间、电梯间进行清洁消毒，对每日
进出宿舍员工进行体温测量及手
部消毒，员工搭乘接送班车时须
测量体温等。

高新区加强企业园区一线疫情防控力量

每天早中晚检查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