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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简宁

本报讯 因酒后驾车， 某医疗科技公司的

负责人胡某某被警方抓获。 胡某某的公司为全

国200多家医院的大型医疗设备提供硬件维保

和软件研发服务。近日，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对胡

某某进行相对不起诉宣告。

长宁检察院审查认为， 胡某某主观恶性较

小，自愿认罪认罚；其作为企业负责人，疫情防

控期间为保障CT等诊断设备正常运行，特地调

派十多名工程师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30多家

重点地区定点收治医院提供人员技术支持和备

件保障， 公司还向合作的定点收治医院捐赠防

护服、消毒液和口罩5批次。

长宁检察院依法决定对胡某某相对不起

诉。 胡某某表示自己将带领员工继续做好抗击

疫情的相关工作， 在全面复工后加紧医疗设备

技术研发。

长宁检察助力企业按下复产“快进键”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一包“三无” 口罩贴上标签

便成了“医用口罩”， 仅凭一张检测报告截

图， 就宣称自己卖的是医用级别口罩……

近日， 普陀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销售不符合

标准的医用器材案件。 令惊讶的是， 民警

在现场竟然同时抓获 3层“中间商”， 一只

普通口罩经过现场的几次倒卖， “身价”

从 2 元涨到 4.2 元。 目前， 相关涉案人员

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月下旬， 普陀公安分局经侦支队、

曹杨新村派出所先后接到群众举报， 在本

市黄浦区江西中路附近有人倒卖“三无”

医用口罩， 且数量较大。 接报后， 普陀警

方立刻开展调查。

2 月 28 日， 民警成功抓获涉嫌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的嫌疑人陈某、 朱某

和黄某， 现场查获“三无” 医用一次性口

罩 5000余只。 原来， 在疫情期间， 陈某看

到朋友圈里都在倒卖口罩， 在获悉自己的

朋友张某有渠道搞到低价口罩后， 便想乘

机捞一笔。 于是， 陈某与朋友朱某商议，

由她从张某处购买口罩， 然后加价转手给

朱某， 再由朱某寻找需要购买口罩的下家。

没想到朱某联系的下家黄某， 也想通过倒

卖口罩赚一笔， 并把因公司复工真正需要

口罩的潘某也约到了交易现场。

之后， 警方根据陈某交代的情况， 很

快锁定了向陈某提供“三无” 医用口罩的

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信息。 当天下午，

警方将张某抓获， 并在现场查获大量待售

的“三无” 医用口罩。

张某交代， 自己原本做红酒生意， 并

无销售医疗器材的相关资质。 张某通过网

络， 以 2 元一只的价格购买了 10000 只普

通防护级别的口罩和大量医用口罩标示，

将医用口罩标示贴在防护口罩包装外， 并

对外发布口罩检测报告的截图， 冒充医用

口罩出售。

□通讯员 王知洲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 在第 42

个植树节到来之际， 武警上海

总队执勤第五支队九中队开展

“共植成长林、 绿动强军梦”

活动， 官兵们有的挥锹铲土、

有的扶树填土、 有的浇水， 他

们还写下成长寄语挂在树枝。

图为武警战士在栽种树苗

□记者 胡蝶飞

今年大年初七， 由于工作关系经

常在上海和法国之间往返的李女士像

往常一样出国， 让她没想到的是， 当

她按计划返回上海途经意大利时， 意

大利的疫情防控形势已经很严峻。 她

也切身体验了一番机场、 社区联动的

闭环式管理。

3 月 7 日下午三点半， 李女士乘

坐机场专车抵达其在芷江西街道北方

佳苑小区的门口， 她下飞机时就接到

追踪电话关照相关事宜。 可一下车，

还是被眼前这一幕镇住了： 街道党工

委书记带头、 居民区书记、 居委会工

作人员、 社区医院医生、 民警整整齐齐十几号

人已侯在小区门口。

有量体温的， 有让签居家隔离承诺书的，

有帮忙拉行李箱的， 有递上特地准备的防护包

的……居委会书记告诉李女士， 随后的 14 天

她只能在家， 由社区医院医生每日上门测量体

温， 如果点外卖， 居委会会送到家门口， 这些

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不用分类， 会有专人定点过

来回收， 有什么困难， 尽管告诉居委会。

随后， 征求过本人同意， 居委会在李女士

家门口， 安装上了一个“门磁”， 只要居家隔

离人员从门口进出， 传感器就能立即捕捉到信

息， 通过警报传送到居委干部的手机上， 居委

干部通过手机可看到隔离人员的开门时间及动

态， 以便为其提供及时的帮助。

这几天， 在三兴居民区， 像李女士这样从

国外回来的并不在少数， 有次夜里的航班， 从

日本东京回国的陈大伯一家老少四口， 刚下车

就看到了寒风中站着等候的居民区书记和居委

干部， 她们苦守到深夜， 没有一丝怨言。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目前上海 16 个区均派员进驻浦

东、 虹桥两大机场， 启动 24小时不间断值守，

严防境外输入疫情。 日前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积

极响应，该院检察干警们主动投身志愿队伍，赶

赴浦东机场承担起人员信息登记、 私家车信息

登记和专车护送等责任与工作。

“有不少旅客从下飞机到送到我们这里，

他们等了 10个小时。” 黄浦检察院检务保障部

干警郑祎霖说。 “经过漫长的等待， 乘客们都

很着急， 所以尽量合理安排旅客们早点回家，

就是我首要的工作。” 郑祎霖说。 面对老人

“吃不消”、 小孩哭闹等情况， 他会赶忙上前去

给他们安排座椅， 尽快把他们送上车。

郑祎霖表示， 像自己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

多， 他们都守在各个境外入口处， 需要切实核

对好旅客信息， 及时化解旅客们的烦躁情绪。

而旅客们也很感激这些机场逆行者们， 会送上

境外带回来的小礼物聊表心意。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这里需要详细填写最近14天去过哪些

国家和地区。”3月8日中午，上海市司法局支

援防疫一线第四批顶岗工作组20人踏上征

途，他们将在上海防疫最前沿的浦东国际机

场驻扎执勤至少7天，24小时待命。

这次任务来得突然却响应迅速， 周六

上午得到通知， 傍晚队伍就集结完毕。 周

日上午， 工作组正式出发。 在浦东机场，

工作组成员不仅体验了许多个“第一次”，

也看到了上海“严防境外输入” 第一关的

谨慎有序， 令人惊叹也让人放心。

我们是众多关口之一

3 月 8 日下午 3 点 40 分， 刚刚在驻扎

酒店结束两次岗前培训， 工作组组长、 临

时党支部书记邢璐就接到紧急执勤通知，

这比原计划上岗时间提早了一天。

仅仅 20 分钟， 首批队员便启程出发。

换好防护服， 首批队员来到工作岗位。 他

们的任务是配合海关对拟入境旅客进行流

行病学调查登记。

国际航班落地开闸后， 旅客首先要通

过测温和海关首道核验， 排除疑似的旅客

会被分为黄、 红、 绿三个等级， 绿色标签

的旅客可以直接到边检窗口通关， 而黄色

和红色两类标签的旅客就会被分流到顶岗

工作组驻守的“健康云” 登记通道。

“被分流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来自伊

朗、 意大利、 韩国、 日本等地或者有相关

旅居史的旅客。” 组员宋春雷上岗没多久就

接待了一对因为工作需要来到中国的伊朗

籍夫妇。 “在使用非本人的手机号注册前，

我们要反复核验身份， 确认对方和旅客的

关系并且确保将来能够取得联系。”

“我们只是众多关口之一，” 邢璐说，

“听说旅客一共要通过六关才能顺利入境，

而黄色和红色标签的旅客，如果目的地是上

海，入境后还会被引导到所在区做进一步登

记，由各区负责落实或监督运送至居家或集

中隔离点，确保全程不接触无关人员。 ”

我们的工作不容有失

副组长、 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王旭峰带

领的第二队， 当天晚上 9:30 从驻地出发，

10:00前与第一队完成换班， 直到当天最后

一架国际航班的全部入境旅客登记完毕，

回到驻地已经将近凌晨 5点。

在“健康云” 登记环节， 工作组被分

成宣传引导、 协助登记、 特殊处置和核验

确认四个工作岗位。

“多数旅客都比较顺利，但也会有特殊

情况。 ”组员骆昭遇到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

江西姑娘，因为没有国内号码便联系在家乡

的父亲协助，可是注册成功并填写了一系列

信息后，父亲却反馈没有收到确认短信。 骆

昭认真与父亲沟通每一个步骤。 最后， 终

于在手机自动拦截信息中找到了短信。

组员们成功协助每一位分流过来的旅

客完成了“健康云” 登记， 毫无遗漏。

防护服初体验：酸爽

“很自豪， 感觉这是本季最炫酷服

饰。” 顶岗工作组的队员们第一次穿上防护

服。 第一天上岗， 两队组员分别承担了晚

5点 -10点和晚 10点 -次日凌晨 3 点的执

勤任务。 5 个小时下来， 他们真切体会到

防护服的“酸爽”。

“两层帽子加上防护面罩还有口罩，

工作时忙起来不觉得， 停下来才感觉头晕

缺氧， 整个人都是飘的。” 脱下防护服走回

酒店接驳车的路上， 在同组小伙伴的惊呼

下， 王静发现自己居然不会走直线了。

为了防止工作中发生“意外”， 组员王

士东在执勤前 4 个小时就开始断食断水，

一直到 5 个小时执勤结束， 脱下防护装备

做好消杀回到酒店， 他差不多有 10 个小时

滴水未进粒米未沾。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 228 弄

5号 1601室， 建筑面积： 171.29平方米

起拍价： 2033.12万元

评估价： 2514.40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4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0年 4月 14日 10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以下法院近期将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即

日起在相关网络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 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买
须知等， 并向拍卖辅助机构咨询了解详情， 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
理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权人须
事先通过辅助机构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 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
名参拍。

网络拍卖平台网址： 公拍网www.gpai.net； 淘宝网： www.taobao.com；

京东网： www.jd.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网： www.caa123.org.cn。

司法干警化身暖心“大白”
市司法局驰援浦东机场防疫一线

脱下“检察蓝”换上“防护白”
检察干警驰援机场

她途经意大利回沪 小区十多人在守候
多人体验机场、社区联动 上海闭环式管理

植树节

武警栽种“成长林”

三无变医用 口罩竟有3层“中间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