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4日讯 “我以为
村里没有疫情打打麻将没事，
没想到女儿网上发帖把我举报
了……我很惭愧， 给大家添麻
烦了!” 面对调查组工作人员，
永州市宁远县清水桥镇田伟村
村民夏某青低下了头。

1月30日上午，宁远县纪委
监委和县委作风办接到群众举
报清水桥镇田伟村有人在防疫
期间聚众打麻将， 立即组织人
员奔赴田伟村进行调查。 上午
11点36分， 调查组到达田伟
村，分头进行暗访排查，走遍全
村却并未发现有人聚众打麻
将。“举报帖是说在退休教师家
里打麻将， 那就通知村两委先
找出村里退休教师。”调查组工
作人员商议道。

很快，在村两委的协助下，
调查组找到了村里退休教师夏
某耀， 而且也看到其家中有麻
将机。“今天在我家打麻将的有
夏某青等四人。对不起，我不应
该在疫情期间聚众打麻将，请

组织严肃处理!”夏某耀主动对
调查组工作人员说。 调查组随
即在村两委带领下对参与打麻
将的4人进行入户询问。 很快，
来到了正在与女儿闹别扭的夏
某青家里。 原来， 疫情防控期
间， 田伟村村民夏某青经常在
村小卖部打麻将， 其女儿多次
劝其重视疫情在家隔离无效，
无奈之下网上发帖举报。

“这次夏某青女儿‘大义灭
亲’举报父亲，说明老年人对疫
情危害性的认知不如年轻人敏
锐，对疫情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
了解不到位，同时，田伟村两委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存在疫情宣
传不到位、 管控不严格的情况，
必须马上整改!” 掌握情况后，调
查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对村两
委、夏某耀及参与打麻将人员进
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要求清水
桥镇、 田伟村两委立即整改落
实，加强疫情宣传力度，确保村
民不再发生聚集的情况。

■记者张洋银通讯员何绍斌

本报2月4日讯“短短几天
就帮我追回了13万元，感谢刑警
大队！等疫情过去了，一定要去
送个锦旗。”2月3日下午，株洲市
民夏先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
了这样一条消息，获得不少网友
点赞。

夏先生是湖北人，常年定居
在株洲，得知家乡武汉的医疗机
构急缺N95口罩等防护设备，决
定采购一批捐赠。1月24日，夏先
生从泰国回株洲后，立即利用自
己的资源发起了“为武汉加油”
的募捐，连同自己捐赠的1万元，
共筹得13万元。

夏先生找遍各种渠道购买
口罩，均表示当前缺货，无独有
偶，夏先生得知某微信购物群一
男子手中有货，并与对方取得联
系，在他手上购买了价值13万元
的口罩分别捐给湖北十家医院，
还将受捐的医院地址一同发给
了对方，夏先生也把捐赠一事告
知了医院。出乎意料的是，几天
后，仅一家医院收到“货到付款”
的口罩一个，医院责备夏先生不

要“恶作剧”。同时，募捐的朋友
也开始怀疑夏先生玩“套路”，想
贪污这十多万元捐款，而该男子
玩起了“失踪”。顿感委屈的夏先
生有苦难言。1月28日，夏先生赶
到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嵩山
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后，案件随后移交
天元刑侦大队反电诈中队，通过
连续通宵加班，终于查明对方真
实身份，通过多种侦查手段联系
到嫌疑人。民警耐心向其宣讲法
律政策，2月3日下午， 嫌疑人迅
速将收取的13万元购买口罩款
通过网银系统退还给受害人夏
先生。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
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疫
情当前，要警惕不法分子“借题
发挥”炮制的新骗局。网上购买
口罩等防疫用品，请尽量选择正
规购物网站， 一旦发现可疑情
况， 请及时拨打110或者到公安
机关报警。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李彬 罗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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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报的另一起案件中，还
涉及一家专业医械机构。

2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食药
环侦支队通过对近期12345市
民热线涉及疫情防护物资的投
诉举报信息，进行分析筛查而循
线追踪。5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
归案，5家售假门店被查。

经查，1月23日长沙市高桥
医药流通园康美源保健品店店
主张某光为牟取暴利，在明知是
假货的情况下， 以0.3元一只的
价格，从非法渠道购进假冒伪劣
的飘安牌医用口罩106万只。

1月24日一天之内， 这106
万只口罩就被张某光转手以

0.75元至1元一只的价格销售到
了长沙、娄底、岳阳、衡阳等地的
多个下线客户，销售金额达到78
万余元， 非法获利45万余元。目
前该案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据办案民警介绍， 本案中的
医药流通园康美源保健品店，是
具有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资格的，
店主具备专业能力和素质去辨别
假冒伪劣医用口罩。“他还是进了
假口罩，所以我们要对他刑拘。”

警方提醒，这些假口罩质量
差，没有经过正规严格消毒等程
序，不符合医疗器械产品的制作
规范，不能起到阻止病毒传播的
作用。

197万只伪劣口罩！都假冒这个牌子
长沙通报数起涉口罩刑事案：进货价一只仅6分钱，已基本售完，抓获11人

1月28日以来， 河南
飘安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已4次发出郑重声明，称
市场上假冒伪劣口罩并
非其生产。

2月2日，该公司再次
发布声明称：其所生产的
产品以蓝色为主，少量白
色， 没有生产过粉色的，
假冒的口罩是粉色的；产
品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 假冒的口罩是
“一次性使用口罩”；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产品初
包装数量都是10只，假冒
的口罩是20只装；飘安集
团 的 口 罩 都 有
“PIAOAN”字样，假冒的
产品没有相关标志。飘安
公司还表示，紧跟省级领
导会议精神安排，其防护
产品主要保武汉、 保湖
北、保河南等医疗机构的
顺序供应，并未销售给安
徽黄山市等地药房药店。

飘安声明：
公司防护产品
目前供应医疗机构

继破获一起五级经销商销售6万只假飘安一次性口罩案后，
2月4日， 长沙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又通报了两起类似案件，
分别涉及假口罩85万只和106万只， 这些口罩在案发时已基本
售完。

2月1日， 长沙市公安局食药
环侦支队根据举报发现， 长沙市
岳麓区阳光100小区住户刘某凡
涉嫌销售假冒伪劣飘安牌医用口
罩。长沙警方迅速抓获刘某凡，并
顺藤摸瓜，在邵阳抓获上线张某。

“6分钱一只的进货价，层层
转手后，卖到3元一只。”办案民
警蒋兴俊介绍说， 张某将85万

只假冒伪劣飘安牌医用口罩以
0.06元一只的价格销售给高桥
大市场新政百货的经营者匡某，
匡某以0.12元至0.25元一只的
价格销售给崔某奎和刘某，崔某
奎又以1元一只的价格销售给刘
某凡， 刘某凡再以3元一只的价
格通过微信进行销售。 目前，公
安机关已抓获6人。

6分钱一只购进，转手后3元出售

专业医械机构参与作案，购进106万只假口罩

非常时期聚众打麻将
女儿无奈举报“糊涂”父亲

13万元买口罩，却只收到一个
市民募捐支援武汉遭遇诈骗，刑警闪电侦破

本报2月4日讯 社区工作
人员、志愿者上门摸排情况，有
时会“吃闭门羹”。今天，长沙市
雨花区圭塘街道推出一小程
序，助力防控排查。小程序的
开发者杨晟辉是泰禹三期业
委会主任，也是电脑软件方面
的行家。

他介绍， 这个小程序操作
起来很简单， 用户点开微信小
程序， 就可以看到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预防知识和倡议
书， 且系统会自动精准识别用
户当前所在具体位置。“这个网
络统计小程序很好用， 大家不

用出门，全家的居住情况、健康
状态、 流动轨迹等信息都能立
马上传到社区， 让有情况的可
以及时得到政府帮助， 同时又
可以让邻居放心！”社区一位志
愿者说。

据悉，该小程序于1月27日
正式上线，使用人数已达600多
户， 使用数量已经占到社区住
户的96％。目前，该款小程序已
在圭塘街道各社区全面推广使
用， 为社区工作人员统计住户
信息、 排查和防控疫情减轻了
很多负担，信息的摸排更精准。

■通讯员 谢旺 刘欢

居民开发微信小程序，助力疫情防控大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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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周卫伟

长沙公安查获的假冒河南飘安一次性使用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