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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战“疫”普法在行动 ■ 法治同行

复课开学 教师学生未返校怎么办？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四十一）

案例：林女士在春节前向保单服务人员提

出想要将自己的保单退保，但因疫情影响，自身

出行受到限制，无法前往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

续，且未及时变更保单的续期交费账户，导致保

单于2月再次划扣了续期保费。林女士发现后

投诉，反映自己不愿再续保，要求保险公司退还

其当年度续期保费。保险公司在收到投诉后，

为客户办理了保单续期交费退费和退保手续。

天津市滨海新区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解
释：近期，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

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鼓励保险公司积极运用

技术手段，在全国范围特别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地

区加强线上业务服务，提升服务便捷性和可得

性。消费者在保险合同的犹豫期后提出退保，保

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单现金价值，消费者

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消费者办理保单相关业

务，需向保险公司提出正式申请，且需在申请后

及时关注业务办理结果。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

如无法前往保险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办理业务，需

及时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通过保险公司的线上

服务渠道进行办理，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瞒报疫情、故意传播，最高可判死刑！福建晋江一男子从武汉返回
家中，却谎称从国外归来，此后他
到处赴宴，后被确诊为患有新冠肺
炎，导致约4000人因此接受隔离
医学观察。该男子因涉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晋江警方
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疫情
防控期间，类似事件时有发生，那
么对这类瞒报导致病情大面积传
播的行为是否应该严厉处罚呢？

4月7日，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面向社会发布了我市初三、高三
毕业年级首批复课开学通告。4月
20日，全市初中、普通高中毕业年
级将同步复课开学，开始正常上
课。不过有家长担忧，因疫情影响，
学校的老师是不是都能准时返岗，
如果老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按照要
求返岗会怎样。另外，也有家长反
映，回老家过年的孩子，无法按要求
返校的应当如何处理。对此，记者
联系了新城司法所工作人员，针对
复课开学相关问题作出法律解析。

天津浩悟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

解释说，该事件涉嫌以过失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该男子虽然不能肯定是否因疏

忽或大意赴宴构成过失，但如果他明确知

道自己已经是确诊病例，还四处乱窜，这

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可以

判处死刑。另外，这种行为即使没有达到

这个量刑标准，至少极有可能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也有可能被拘留并罚款。

曹律师解释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相关刑事处罚多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根据刑

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这两者的主要

区别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

体是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

人。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或病原携带

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

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

工具的；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

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

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

传播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构成该罪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不限于确

诊或疑似病人，在行为方式上，是除了以

上特别规定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情形外，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

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

危险的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总的来说，以上两个罪名的区别主

要在于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的不同。

在判断每一个案件时，都必须严格遵循

罪刑法定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 记者 张玮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刑依据是什么？

由于疫情影响，教师无法按要求返校
或者到岗的，依法应当如何处理?

新城司法所所长赵建波解释，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结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

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明

电[2020]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

全国总工会等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

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

部发[2020]8号）等相关要求，如果学校教

职工是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

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

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

急措施导致不能按期返岗的，学校不得因

此解除聘用或者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合

同到期的，应当分别顺延至教职工医疗期

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

政府采取的紧急指施结束。聘用期内工

资发放等事宜应当严格按照所在地地方

人民政府具体规定执行。

由于疫情影响，学生无法按要求返校
或者按时完成教育教学计划的，依法应当
如何处理?

赵建波说，学生由于疫情影响，无法

按要求返校或者按时完成教育教学计划

的，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学校开学后，应

当了解学生未能到校的具体原因，对于在

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

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造

成无法按期返校的，学校应当按照有正当

理由不能按时注册处理。对因此原因无

法按照要求完成教育教学计划的学生，学

校应当尽量给予学业上的辅导和帮助。

针对寒假期间大学生实习已经作出“三

停”要求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

减免实习学分要求；对于学生论文答辩、

毕业日期等事项，学校也应考虑疫情影

响，调整相关政策，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应当教育、提醒
教职工和学生避免哪些违法行为？

赵建波说，疫情防控期间复课开学，

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需要注意的问题

都很多，应禁止下列行为：

1.妨碍和拒绝防疫人员依法进行的

身份登记、体温测量、限制通行、要求佩戴

口罩等疫情防控行为的行为。

2.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编造或故意

传播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

怖信息等行为。

3.在校园内发现有新冠肺炎可疑症

状人员，故意隐瞒不报，或未按规定程序

及时上报等行为。

4.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工作中承担相应职责的教职工，存在渎

职、失职等行为。

记者 张玮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什么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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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拥抱春天 生态城文旅产业蓄势待发
■ 时报记者 王梓 报道

清明已过，春意渐浓。但受疫情影

响，生态城区域内本应游客摩肩接踵的各

类文旅场所仍然“冰封”。不过记者注意

到，这些暂时无法开放的文旅场所并没闲

着，而是积极拓宽思路，发展新业态。此

前，生态城文旅公司成立，将为区域文旅

融合发展增添新活力。可以看出，生态城

区域的文旅产业正悄然展现出全新的发

展变化，蓄积能量，等待再出发。

“云旅游”开启观光新业态

记者注意到，微博上的“云旅游”“在

家云旅游”等话题，近期的阅读量有数百

万甚至上千万次，“云旅游大赛”的话题阅

读量更是高达1.5亿次。短视频平台上的

“云旅游”话题也是热点，除了个人主播的

推介外，景区官方号、景区讲解员号、旅游

平台导游号也常常出现在热推上。

目前疫情防控仍然处于关键期，生态

城各文化旅游景区及博物馆尚无法开

放。记者发现，这些场所在疫情防控期间

不约而同地开启了“云”游模式，丰富线上

文旅产品创新供给，满足市场需求。

在线上文旅产品推出方面，国家海洋

博物馆无疑是最为丰富的。记者了解到，

疫情防控期间，国家海洋博物馆通过官

网、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积极推广7项

已开放的网上常设展览，其中5项已上线

360°全景展览且能聆听讲解、感受 VR

体验，包括《远古海洋》《今日海洋》《龙的

时代》《海洋与天文》和《欢乐海洋》，《海

洋与天文》已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三批全

国博物馆网上展览资源。此外，公众登

录官网还可以欣赏已开放展厅 482 件精

选展品和其中 238 件展品的 360°精彩

展示，足不出户“畅游海博”。截至目前，

线上展览已获浏览点赞数千次。除了线

上展览，国家海洋博物馆还先后推出了

“听海”电台、“探海”短视频、VLOG等多

种“云旅游”产品。

疫情防控期间，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利

用官方抖音账号，推出“宅家硬核云游航

母”直播活动。通过手机现场直播，“云导

游”带领“游客”宅家参观公园的最“硬核”军

舰“基辅号”航母，并详细讲解航母的内部构

造和武器装备。而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同样

也利用抖音开展了“云游方特 共赏美景”活

动，让市民在家宅着也能一睹景区景色。

“国内旅游群体的消费欲望只是被疫

情‘封存’与阻滞，旅游消费动力依然存

在。”业内人士指出，疫情催生出的“云旅

游”是一种新业态，虽说“云旅游”不同于

实地旅游，无法带来亲临实地的旅游感

受，但作为疫情倒逼出的产物，其迎合了

大众的旅游需要，做到了居家、游玩兼顾，

带来了不一样的游览体验，特别是一些展

示性的文化类项目、虚拟现实体验等，可

以通过“云旅游”等新科技形式实现，或许

将加速推动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文旅融合有望更加深入

日前，经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批准、由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全资控股的天津生态城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正式成立，文

旅公司的主要职能是从区域层面接手一

些国有文旅资源运营工作，进一步推动区

域文旅资源融合。

据文旅公司总经理梁继弘介绍，生态

城文化与旅游资源众多，加速把区域内散

落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文旅资源串联成线，

打造文旅产业的城市品牌，是文旅公司未

来的重点工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文旅公司正在

为妈祖文化园、遗鸥博物馆等多个国有公

益类资源制定运营方案。其中，妈祖文化

园将把妈祖文化和海景观光融为一体，遗

鸥博物馆也将把鸟文化同观鸟相结合，推

动区域文旅资源持续融合。

疫情将加速文旅产业和业态重构。

未来，文旅公司还将和政府部门共同策

划、联动合作，深挖区域特色文化精髓，形

成以“生态、海洋、智慧、民俗、军事”五要

素为特色主题的发展方向。同时，打造以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国家海洋博物馆、方

特亿利娱乐组团、中心渔港为核心的特色

文化旅游圈。以陆域、岸线、海域为依托，

规划单线游、双线游、混合游等多条精品

旅游路线，联动激活全域旅游资源，进一

步提高生态城景区文化竞争力。

■ 国家海洋博物馆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积极推广7项已开放的
网上常设展览，其中5项已上线360°全景展览且能聆听讲解、感受VR体验

■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利用官方抖音账号，推出“宅家硬核云游航母”直播活动，通
过手机现场直播，“云导游”带领“游客”宅家参观公园的最“硬核”军舰“基辅号”航母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金福源酒行，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200160013093，特此声明。

美汁源快闪店重磅亮相津门南开大悦城
@全体小摩托，你有一份耶啵牌惊

喜待领取！4月11日（本周六）天津第

一家美汁源代言人快闪店亮相南开大

悦城北区F2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啦！相

信小摩托们早就期待已久。

本次精心打造的美汁源快闪店内

部完全使用美汁源全新代言人王一博

画面装饰，是耶啵的天津地区小摩托们

专属打卡圣地，店内更有粉丝留言墙供

粉丝们留下想对耶啵说的话！同时开

展多重惊喜活动哦。4月19日前到店

购买美汁源 420ml 产品即有机会获赠

精美礼品（包含王一博明信片、印刷版

签名海报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同时，即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

（每日10:00-18:00），购买美汁源420ml

金盖产品，揭盖扫描盖内二维码赢取多

重好礼，每日 17:00-18:00 扫码更有机

会获得联想平板电脑哦！

骑上神奇的小摩托，带上好喝的

美汁源，与王耶啵一同开启春日小美

好。来瓶美汁源，阳光美好在身边。

这个周六，我们在南开大悦城北区 F2

美汁源快闪店不见不散哦！快叫上

姐妹们一起来打卡吧！这个春日就

把王一博带回家！ 广告

当地居民捷足先登到附近公园感受生态春之美当地居民捷足先登到附近公园感受生态春之美 记者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注销公告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相关规定，天津市港湾职业培训学校（登记证

号：52120116761263390L）于2020年4月3日召

开理（董）事会决定注销，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5月27

日），天津市港湾职业培训学校的债权人可以向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逾期无效。

清算组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

华安道585号

电话（传真）：25791952

联系人：郭强

注销公告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相关规定，天津市港口职业培训学校（登记证

号：52120116732826553B）于2020年4月3日

召开理（董）事会决定注销，并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5月

27日），天津市港口职业培训学校的债权人可以

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逾期无效。

清算组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

华安道585号

电话（传真）：25791952

联系人：付卫国

（上接第一版）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三岁的儿

子特别喜欢小动物，最近一直念叨着要来动物园

玩，终于如愿了。

“游客您好，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

人多处聚集，不要投喂动物，文明游园，感谢您的配

合。”入口处，除了入园须知公告牌，大喇叭还循环播

放着游园提示。园内各展区中，每个展区都有专门

负责劝导疏散和宣传文明游园的工作人员。值班

工作人员也会在售票处及各展区巡视，一旦发现聚

集和投喂食物等不文明行为，立即上前劝阻。

“为了保证园内游客不聚集，我们采取限流措

施，保证同时在园人数不超过200人。”塘沽公园管

理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确保景区有序开放，

营造安全的游览环境，公园一方面做好栏杆、座椅、

垃圾桶等区域保洁、消毒等防疫工作，另一方面在

售票处增加电子付费通道，增设测温和劝导工作

人员，劝阻不文明行为。

动物园开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