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突发，中国建设银行子公司建信人寿快速
落实抗疫医护人员专属保障，自 2020 年 1 月 24
日 24 时起，为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含外
地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疫情期间免费提供每人
100 万元的意外伤害及定期寿险保障，如上述医护
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治疗期间将为其
提供每人每天 300 元的医疗补助金，本次保障由
中国建设银行集团统一提供，被保险人无需办理投
保手续。

接到总分行相关文件后，建行桂林分行第一
时间响应，层层传导，积极对接各家医院，将建
行集团子公司建信人寿《关于向湖北疫情防控一
线医护人员提供保障及相关理赔措施的公告》发
给客户，向医院详细介绍建设银行为投身湖北疫
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提供的专属保障。了解到桂

林市部分医院已组建医疗队赴鄂抗疫，桂林分行
立即着手安排人员为其办理建行赠送赴鄂支援医
务人员保险事宜，直接为援鄂医护人员投保并免
费赠险，保单自奔赴湖北之日起生效，且享受优
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2 月 1 日，建行桂林分行与建信人寿广西分
公司联手为第一批赴鄂抗疫医疗队共 226 名队
员，其中包括: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2 名队员，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4 名队员及部队医院
的 200 名队员，免费提供了每人 100 万元的意
外伤害及定期寿险保障，以及每人每天 300 元
的住院治疗补助金保障，全力以赴为抗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提供金融保障，为这些“逆行者”保驾
护航。

建宣

建行桂林分行：
致敬“逆行者”金融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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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鑫 通讯员吴金华
蒋晓元）近日桂林实施了“强化疫情

防控十项措施”，市民也自觉做到不聚
会、不串门。可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灌阳、平乐两县公安民警却接连处理了
多起违规聚集的事件，聚会者均被重
罚。

据平乐县民警介绍，2月9日晚，有
群众举报沙子镇围梓村委某村一商店内
有人聚众赌博，接报后沙子派出所迅速
出警赶赴该村，将正在商店内的10名涉
赌嫌疑人一举抓获。

经查，10名涉赌嫌疑人中，有7名
参与赌博，3名为聚集围观人员。民警
立即依法对7名涉赌人员处以行政拘留
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对3名
围观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

2月7日，灌阳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
巡逻防控中发现，新街镇龙炼村马家坪
屯王某家中有7人正在打牌。疫情当
前，7人均被从严从重处罚。其中房主
被行拘13日，罚款1800元；另6人分别
被行拘12天，罚款1500元。

同日，灌阳县城关派出所联合当地
政府对辖区巡查时，发现徐源村李某家
中有多人聚众打牌。

经查，相关干部曾上门劝导，传达
政府命令，通知棋牌室等人员聚集场所
暂停营业，但违法嫌疑人刘某未曾引起
重视，不听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劝导，抱
有侥幸心理。

最终，灌阳县公安局依法给予拒不
执行政府命令的违法嫌疑人李某行政拘
留10天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陆鑫 刘净伶）
前不久，市民高女士和朋友在网上
订购了一批医用口罩，想捐给奋战
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谁料卖家收到
数万元货款后就“消失”了，始终
不回信息，也不发货，高女士报了
警。最终，民警追踪至贺州，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并追回大部分货
款，余款正在抓紧追回。

2 月 12 日，高女士将一面锦旗
送到了桂林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办
公室。她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2 月 2 日下午，高女士通过朋
友介绍，联系上了一名在微信朋
友圈发布口罩销售信息的网友，
希望订购一批医用口罩。“这批
物资是我和同一个微信群的好友
一起订的，准备捐赠给市内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高女士并不熟悉这名“卖
家”，但她和朋友心系疫情，想
尽快把医疗物资送到医务人员手
中。双方在交易时，高女士和群
友多次要求对方把物资的证书、
货品拍照发来验证。

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上，记者
看到除了有详细的转账记录之
外，“卖家”也根据高女士的要
求，提供了医用口罩的外包装图
片、相关证明材料图片，并承诺
最迟 3 天到货。事后高女士支付
了 2 . 7 万元的货款，其好友也支
付了一部分货款，加上其群友捐
赠的货款，共 3 .62 万元。

然而高女士等待了数天，卖家
却迟迟没有发货。在此期间，高女士
多次试图联系“卖家”，并留言称这
批医疗物资是捐给医院抗击疫情
急用的，但对方始终不接电话，也
不回复信息。

之后，高女士怀疑自己上当
受骗，立刻拨打桂林市公安局治
安管理支队昆仑行动举报热线电
话求助。

市治安管理支队的办案民警
了解情况后，询问高女士是否知
道“卖家”的联系方式、姓名等
基本信息。

高女士这才发现，自己对
“卖家”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
只能说出是通过群友认识，对方
说有口罩卖，但要求先转全款，
才能发货，并且在七星区甲天下
广场当面交易。

办案民警只能从高女士和“卖
家”认识的群里找线索，通过找群
主和可能跟“卖家”认识的人，一一
核对“卖家”的真实情况。

最终，通过侦查手段，办案
民警确定“卖家”位置在贺州。
据了解，这名“卖家”姓龙， 20
多岁，没有固定工作。他自称有
医用口罩的货源，但收了钱后又
称找不到这些货源了，所以迟迟
没有发货。目前，警方追回了高
女士支付的货款共计 2 . 54 万元，
余款正在抓紧追回，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市民网购医用口罩捐赠被骗数万元
桂林民警追至贺州抓获嫌犯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黄炎）
疫情防控期间，铁西一家棋牌室无视民
警规劝，依旧顶风营业，甚至聚众打
牌。 2 月 11 日，象山警方对 10 名违法
人员依法处罚，顶格处理。

11 日下午，桂青派出所民警接到群
众举报，在铁西一家棋牌室内仍聚集着
不少人在打牌。随后，值班民警立即前
往该棋牌室，到达现场后，民警在门外
就能听见一阵阵洗牌的声音，进去一
看， 10 人正在里面搓麻将，打字牌。
见此情形，民警对该棋牌室予以关停，
并将相关人员传唤回派出所。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目前，其中 8

人因涉嫌赌博，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另
2 人因涉嫌疫情期间，拒不执行紧急状
态下的决定、命令，已被依法行政处
罚； 10 人均依法顶格处理。

象山警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当前
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降低因
人员流动、聚集造成的疫情防控风险，
广大人民群众应尽量少出门、不聚集，
既是保障自身平安，更是保障他人平
安。同时，象山警方也严正告诫娱乐场
所经营者，面对疫情，不要存在侥幸心
理，也不要因为个人利益而影响全社会
的疫情防控工作。一旦发现，象山警方
将根据有关规定顶格处理，绝不手软。

棋牌室“顶风”营业

警方“硬核”处理

不听劝导违规聚集

灌阳平乐两地

多名聚会者被重罚

本报讯（通讯员俞梅 记者秦丽
云）近日，全州一家企业在网络销售隔
离面罩时，涉嫌存在虚假宣传、欺诈消
费者的违法行为。 10 日，记者从桂林
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正迅速会同
全州县市场监管局组成联合专案组，对
此事开展调查。

近期，全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陆续收到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对桂林全州县复美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销售医用隔离面罩的相关
投诉举报，主要内容为该公司涉嫌虚假
宣传，销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等。
收到投诉举报后，全州县市场监管局第
一时间对相关情况开展调查。

经执法人员初步调查，桂林全州县
复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9 日成立，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研
发；批发及零售；医疗器械、消毒品
等。该公司持有《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和《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
凭证》。该公司在淘宝天猫平台开设了
标识名称为“复美医疗器械专营店”的
网络经营店铺。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7 日期间，
桂林全州县复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所开
的网络经营店铺分别以 158 元/50 只/

包、 178 元/50 只/包的标示价格销售
“口罩”，共接到订单 4001 单，共计
约 20 万只。

经全州县市场监管局初步调查，该
网店页面宣称销售
的是“海氏海诺外
科口罩医用无菌一
次性无纺布口罩灭
菌 家 用 防 尘 花
粉”，但实际发货
产品为“青岛海氏
海诺威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医
用隔离面罩，涉嫌
存在虚假宣传、欺
诈消费者的违法行
为。

桂林市市场监
管局已会同全州县
市场监管局组成联
合专案组展开调
查。目前，涉事公
司的网络经营店铺
已将相关产品下
架，此案正在调查
处理中。

说是卖口罩实际卖面罩

全州一企业

涉嫌虚假宣传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