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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院集中宣判一批涉疫情犯罪案件

假借慈善机构名义为抗疫募捐者被判刑

据蓝向东介绍，这四个案件
涉及不同罪名， 行为特征突出。
既有编造虚假疫情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的行为，又有抗拒疫情防
控措施殴打社区防疫人员、民警
的行为； 既有冒充慈善机构、虚
假募捐实施诈骗的行为，又有向
疫情防控一线销售大量假口罩
非法获利的行为。

在通州法院审理的刘某某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中，
法院查明，2020 年 1 月 24 日，
被告人刘某某在本市通州区某
小区暂住地内， 利用微信号编
造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到公
共场所通过咳嗽方式向他人传
播的虚假信息， 通过微信、QQ
传播， 直接覆盖人员 2700 余
人，并被其他个人微博转发。 公
安机关掌握该信息后， 采取了
相应紧急应对措施。 通州法院
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某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编造
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后前往公共
场所故意传染他人的虚假疫情
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 致使相关职能
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其行
为构成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
息罪。 法院依法判处刘某某有
期徒刑八个月。

在西城法院审理的孙某某、
蒋某诈骗案中，法院查明，被告
人孙某某、蒋某经预谋，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 12 时许， 打印虚假
宣传材料 3000 份， 在本市西城
区多地张贴、散发，假借“市希望
工程办公室、 市志愿者协会”之
名，以“为抗击新冠肺炎募捐”为
由，谎称已联系到口罩等物资的
购买渠道，骗取他人向孙某某微
信个人账户转款。 截至案发，尚
未有钱款转入被告人微信账户。
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 孙某某、
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预
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假冒慈善机构的名义，以赈灾募
捐为由，欲骗取公私财物，情节
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鉴于孙某某、蒋某具有犯罪未遂
等情节，法院依法分别判处二人
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

在丰台法院审理的杨某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法
院查明，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 月 28 日间， 被告人杨
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明知石某某
购买大量口罩用于捐赠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的情况下，向石
某某销售一次性使用口罩，销售
金额共计人民币 15 万余元。 后
两家受捐赠单位告知石某某所
捐赠的口罩不符合防护要求。经
核实，涉案口罩均系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 丰台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杨某购入大量假冒注
册商标的口罩并销售，销售金额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杨某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明知口
罩是疫情防控必需品， 且用于
捐赠疫情防控一线， 为谋取非
法利益仍销售假冒口罩， 其行
为严重妨害疫情防控工作，可
能危害他人健康， 社会危害性
大，社会影响恶劣。 法院依法判
处杨某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
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继续追缴
违法所得依法处理；随案移送的
假冒口罩没收销毁。

在朝阳法院审理的郭某妨
害公务案中，法院查明，2020 年 2
月 16 日 9 时许， 被告人郭某在
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内，拒不配
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理小区
临时出入证的管理措施，并因此
与社区工作人员刘某某发生争

执， 郭某用手击打刘某某头面
部。 后民警王某、胡某某依法将
郭某传唤至警务站，郭某拒不配
合民警工作，对民警王某实施踢
踹行为。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
郭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疫情防
控期间，不服从管理，以暴力等
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履行职责，其行为构成妨害公
务罪。 法院依法判处郭某拘役一
个半月。

蓝向东介绍， 上述 4 起案
件， 法院综合考虑疫情防控需
要、案件情况等因素，均依法采
取远程视频方式审理。 他同时表
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
京高院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了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安排
的公告》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调整立
案、诉讼服务、信访接待工作方
式的通告》， 全市法院暂停现场
立案、 诉讼服务和信访接待工
作，引导人民群众通过北京法院
审判信息网、“北京移动微法
院”、12368 热线、“北京云法庭”
等信息平台进行网上立案、网上
缴费、联系法官、网上调解、网上
开庭等诉讼服务。

蓝向东表示，北京法院将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严格贯彻落实
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违法犯罪的意见》， 依法从严从
快审理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
件， 有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2 月 28 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召开。发布会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蓝向东介绍了北京法院
集中宣判 4 起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的相关情况。

■ 本报记者 王勇

发布会现场

继武汉及其周边城市疫情出现波峰
之后， 湖北农村防疫工作形势也不容乐
观。 2 月底，黄梅镇发生了 22 名村民误
食镇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的二氧化氯环
境消毒片的事情。 在缺少防疫物资和用
品、 村民缺少医学和防疫知识及其相关
信息的情况下， 更加迫切地需要组织动
员村民加强自我防护，采取有力有序、科
学周密举措，防止疫情在农村地区扩散。

黄冈梨花村只是联合行动发现的其
中一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村子而已， 还有
更多的村子需要志愿者的介入。

为了对一线疫情有更多的了解，以
提供针对性服务，iWill 联合行动每日和
湖北前线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和调研，根
据疫情变化情况， 在研判后制定对应策
略， 再为这些组织和志愿者提供专业指
导。 iWill 联合行动将持续在乡村开展在
线社区专业服务， 也将探索农村防疫的
社区自治模式，为湖北提供“城市+乡村”
的双轨并行志愿服务。

三一基金会希望 iWill 联合行动能
够搭建一个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工参与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信息平台，起
到志愿者招募、组织、培训、信息沟通等
功能，面向公众普及传播相关专业知识，
帮助公众提升科学自救与互助的意识与
能力，并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对事件当中
的各类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分析，以形
成专业政策建议， 供有关部门及相关社
会组织参考。

“希望这个平台上能触达政府相关
部门，下能组织、培训和联络志愿者，收
集到的信息可供专业人士分析， 同时也
作为对公众宣传科普的窗口。 ” 郭琳对
iWill 联合行动有很高的期待。

同时， 三一基金会也给了 iWill 联
合行动很大的行动空间。 这毕竟是一
个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项目，项
目执行的社会环境在随时发生变化。
郭琳告诉《公益时报》：事急从权，所以
三一基金会会给予项目伙伴更大的空
间， 使其能够及时应对外界的各类变
化，做出适当的调整。 因此，这个项目
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公益捐赠项目，它
的自主度和灵活度更高。

（上接 09 版）

从 1 月 23 日 iWill 联合行动启动至
今， 已有 30 余家机构伙伴加入联合倡
导，2400 余人次志愿者投入到服务中，为
武汉、仙桃、黄冈以及三亚的 20000 余人
次居民提供了 22028 小时的线上服务，
同时还提供了 54 场在线心理疏导等培
训与辅导，累计听课 3 万余人次。

每一个统计的志愿者服务次数的背
后都是在告诉对方：“你不是一座孤岛，我
们陪你在一起战斗。 ”除了这些可以直接
量化的数字成果，更重要的是，由杨团主
导的 iWill联合行动中的公共政策专家团
队，专家们会把在开展志愿者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形成报告提交给政府相关部门参
考， 而对于目前 iWill联合行动的进展情
况等，张青之也会直接向北京市政府相关
部门汇报，由此形成从一线实践到为政府
决策提供建议的直接闭环。

iWill 联合行动的跨界协作具有前瞻
性和创新性， 所提供的远程资源和专业
技术支持，实现了政府、社会组织、专家、
志愿者等多方的异地合作， 是社会应急
机制的一种新尝试。此外，iWill 联合行动

提供的志愿者培训、心理咨询、医疗咨询
是对目前医疗应急机制的重要补充。 为
留下更多的经验供他人参考，iWill 联合
行动还将会有知识沉淀类的产出： 将会
推出一套志愿者培训手册和一套公众参
与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指南。

iWill 联合行动开展工作已有一段
时间，翟雁和伙伴们正在规划着下一步
工作的开展：从应急行动走向平台化支
持系统，通过专业志愿者对各地社会组
织进行赋能，支持在地化发展与内驱能
动……

目前，iWill 联合行动的管理团队加
上专家团队有 100 余人在为“三师”志愿
者们提供前线支持工作。

“哪怕我们的工作只让这个社会改
变一点点，创造了一点点的温暖，让武汉
人民知道自己不是一座孤城， 让村民知
道自己不是一个孤独的村庄， 能够将温
暖传递到他们身边， 这就是温暖社会建
设的过程， 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探
索的过程。 ”翟雁说，“那我们再苦再累，
都会觉得有价值。 ”

【 】双轨并行 【 】温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