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将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
路137号院47号楼3单 元2层32号（不动产
权证号：0901054614）房产，进行公开第一次
拍卖活动 (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
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
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
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
权利。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 2022 年 2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
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
行公开拍卖民权县秋水路东段北侧（自建
房）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
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
系人：杨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596。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2年2月15日10时至2022

年2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
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
行公开拍卖民权县人民路东段北侧小乔国
际 6 号楼 1 单元 1301 室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
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白法官，联系电
话：19837091756。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豫1702民初18811号

任亚伟：本院受理原告房正安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第 14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黎蓉：本院受理原告梁华峰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豫 1702 民初 1215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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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身边12

可能面临刑事法律风险
□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助力依法抗疫，本报特邀请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资深
律师李永青、申文波，就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可能涉嫌构成的刑事犯罪进行法律解读。

第一百一十四条 放火、决水、爆炸以
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
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决水、爆炸以
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
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三十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以
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
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
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
水、污物、场所和物品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
散的工作的；

（四）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
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
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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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可能涉嫌犯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该犯罪行
为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该条规定
的五种行为之一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
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
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对于一般
公民可能触犯的是本条第五项规定的“拒绝执
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
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新
冠肺炎是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性
疾病。单位或个人若不遵守疫情管控措施，可
能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风险；个人也
会因不履行有关法定防控义务，可能涉嫌犯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一十五条规定
了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在客观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这
种危险行为在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二是
这种没有规定的危险行为的危险性与放火、投
放危险物质、决水、爆炸方法的危险性相当，如
在人群中驾车撞人、私设电网、故意传播突发
传染病病原体等。

“两高两部”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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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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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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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醒，本罪是重罪，涉案者一旦构成
罪名，就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刑法法条链接

1月12日，河南体彩信阳
分中心迎来了兑奖者万先生
（化姓）。万先生的中奖彩票
显示，他凭借 4元钱打了两注
彩票（如图），中了 7 星彩第
22005 期二等奖两注，单注奖
金 731904 元 ，合 计 奖 金
1463808元。万先生边兑奖边
说：“我购彩20年，特别中意7
星彩，从 2004 年 7 星彩上市，
再到2020年的全新7星彩，其
中的所有规则我都了如指
掌。新 7星彩 2020年 10月 11
日改版后，根据 7星彩最新奖

金分配规则，当期奖池资金累
积超过 3亿元（含）时，当期一
等奖与二等奖奖金分配比例
倒置，即一等奖分配奖金为当
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
的10%，二等奖分配奖金为当
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
的 90%。一等奖奖金单注最
高仍为 500万元，二等奖单注
奖金也能超过百万元，让我特
别心动。”

万先生笑言：“其实，7 星
彩近3期奖池都已经超过3亿
元，而且在 22004 期开奖后，

当期全国仅中出 1注一等奖、
1 注二等奖，奖金都是 500 万
元。这个真是太吸引人了，我
从来没有想过二等奖也能中
到500万元，真是绝无仅有！”

7 星彩全新上市后，奖金
更高、中奖更容易、选中后区1
个号也有奖。7星彩正以崭新
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让
原来的购彩者更容易了解它，
仍能继续守号；也让更多的年
轻人关注体验这种新游戏。
幸运号码无处不在，全新 7星
彩为梦想添彩。（尹浩/文图）

7星彩“双响炮”信阳一购彩者喜中二等奖两注，收获奖金14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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