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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中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

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了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疫情防控工作有关的法律知

识，促进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全国普法办组织

力量汇总整理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当前防控工

作有关的法律规定，形成了有关法律知识问答二十三问。

本期《理论学习参考》整理相关问答，供各单位学习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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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当前防控工作有关

法律知识问答 

1、关于传染病的类别，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分为

甲类、乙类和丙类。 

  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乙类传染病是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

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

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

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

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 

  丙类传染病是指：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

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

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

并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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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传染病的“乙类管理、甲类防控”？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

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

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

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

准后予以公布、实施。 

  需要解除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

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常见、多

发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按照乙类或者丙

类传染病管理并予以公布，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3、什么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

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

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

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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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中，单位

和个人有哪些义务？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

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

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

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

者医疗机构报告。”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

虚假信息。” 

  第五十六条规定：“受到自然灾害危害或者发生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

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

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

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其他单位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发布的决

定、命令，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做好本单位

的应急救援工作，并积极组织人员参加所在地的应急救援和

处置工作。” 

  第五十七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

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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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5、医疗机构如何处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

疑似病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发

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

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

防措施。” 

6、对拒绝或者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病人、疑似病人

应如何处理？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拒绝隔离治

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

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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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时，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应采取哪些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

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时，应当及时采取下

列措施： 

  （一）对传染病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调查情况

提出划定疫点、疫区的建议，对被污染的场所进行卫生处理，

对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

预防措施，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疫情控制方案； 

  （二）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对疫点、疫区进行卫生处

理，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疫情控制方案，并按照卫生行政部

门的要求采取措施； 

  （三）指导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传染病预防、控

制措施，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对传染病疫情的处理。” 

8、对已经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的相关场

所里的人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

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

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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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决定。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

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 

  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

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

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隔离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9、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暴发、流行地区，地方

政府可以采取哪些紧急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

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

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

集的活动； 

  （二）停工、停业、停课； 

  （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

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 

  （四）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 

  （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 

  上级人民政府接到下级人民政府关于采取前款所列紧急

措施的报告时，应当即时作出决定。 

  紧急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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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

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一）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

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二）迅速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

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 

  （三）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

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向受到危害的人员提供避难场

所和生活必需品，实施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以及其他保障措

施； 

  （四）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

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

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五）启用本级人民政府设置的财政预备费和储备的应

急救援物资，必要时调用其他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六）组织公民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要求具有特

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 

  （七）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

应； 

  （八）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

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九）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

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治安； 

  （十）采取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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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各级政府可以采取哪些人

员、物资的征调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

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

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

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紧急调集人员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合理报酬。临时征

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给予补

偿；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

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必要时可以向单位和

个人征用应急救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

物资，请求其他地方人民政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技

术支援，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援物资的企业

组织生产、保证供给，要求提供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组

织提供相应的服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协调运输经营单位，优先运送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物

资、设备、工具、应急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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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了查找传染病病因，医疗机构可以怎么做？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为了查找传

染病病因，医疗机构在必要时可以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的规定，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进行解

剖查验，并应当告知死者家属。” 

12、发生传染病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施交通卫生

检疫？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生甲类传染病时，

为了防止该传染病通过交通工具及其乘运的人员、物资传播，

可以实施交通卫生检疫。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13、在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现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病人怎么办？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交通

工具上发现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需要采取应

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其负责人应当

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前方停靠点，并向交通工具的营运单位报

告。交通工具的前方停靠点和营运单位应当立即向交通工具

营运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

有关人员采取相应的医学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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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工具上的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由交通工具停靠

点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铁路、交

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依照传染病

防治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措施。” 

  《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入境、出境

的人员、交通工具和集装箱，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行

李、货物、邮包等，均应当按照本细则的规定接受检疫，经

卫生检疫机关许可，方准入境或者出境。” 

  第五条规定：“卫生检疫机关发现染疫人时，应当立即将

其隔离，防止任何人遭受感染，并按照本细则第八章的规定

处理。卫生检疫机关发现染疫嫌疑人时，应当按照本细则第

八章的规定处理。但对第八章规定以外的其他病种染疫嫌疑

人，可以从该人员离开感染环境的时候算起，实施不超过该

传染病最长潜伏期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以及其他的卫生处

理。” 

14、如何保障疫情防控所需器械、药品等物资的生产

和供应？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供应单位应当及时生产、供应防

治传染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经营单

位必须优先运送处理传染病疫情的人员以及防治传染病的药

品和医疗器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组织协

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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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二条规定：“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经营单位未依

照本法的规定优先运送处理传染病疫情的人员以及防治传染

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铁路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抢险救灾物资和国

家规定需要优先运输的其他物资，应予优先运输。”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水路运输

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优先运送

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的物资、设备、工具、应急救援人员和受

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重点保障紧急、重要的军事运输。 

  出现关系国计民生的紧急运输需求时，国务院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可以要求水路运输经营者优先

运输需要紧急运输的物资。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要求及

时运输”。 

15、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检疫传染病”

管理，对出入境人员主要有哪些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2020 年

第 1 号）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

管理。 

  《国境卫生检疫法》第四条规定：“入境、出境的人员、

交通工具、运输设备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行李、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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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包等物品，都应当接受检疫，经国境卫生检疫机关许可，

方准入境或者出境。” 

  第十二条规定：“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检疫传染病染疫人

必须立即将其隔离，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对检

疫传染病染疫嫌疑人应当将其留验，留验期限根据该传染病

的潜伏期确定。因患检疫传染病而死亡的尸体，必须就近火

化。” 

  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来自疫区

的、被检疫传染病污染的或者可能成为检疫传染病传播媒介

的行李、货物、邮包等物品，应当进行卫生检查，实施消毒、

除鼠、除虫或者其他卫生处理。” 

16、出入境人员拒绝接受检疫或者抵制卫生监督，拒

不接受卫生处理的，其法律后果有哪些？ 

  《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第

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拒绝接受检疫或者抵制卫生监督，

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处以警告或者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17、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人，要承担什么

法律责任？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编造并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



 13 

信息，或者明知是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

的虚假信息而进行传播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法暂停其业务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许可证；负有

直接责任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对其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

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的；……”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

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

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

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8、对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不服从、不

配合或者拒绝执行有关政府决定、命令或者措施等行

为，有哪些法律责任？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

反本法规定，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

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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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

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二）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

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第三款规定：“在自然灾害和

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

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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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拒绝执行卫

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19、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引起传播

严重危险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国境卫生检疫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

引起检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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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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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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对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法律法

规有何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

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 

  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

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保

证可追溯，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的范围和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

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 

  出售本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野生动物的，还应当依

法附有检疫证明。” 

  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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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 

  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

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

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为食用

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

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

在集贸市场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持有狩猎证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出售依法获得的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

数量向经核准登记的单位出售，或者在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指定的集贸市场出售。” 

21、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过程中，经营者的

哪些行为属于价格违法行为？ 

  《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

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

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

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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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

予标明的费用。” 

  《价格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

格行为：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

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

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

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

过高上涨的； 

  （四）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五）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

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 

  （六）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收购、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 

  （七）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 

  （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 

  此外，根据《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的规定，经营者的价格违法行为，还包括经营者不执行政府

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行

为，以及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等行为。 



 18 

22、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过程中，对经营者

的价格违法行为如何处罚？ 

  《价格法》第六章、《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

四条至第十五条详细规定了各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 

  例如，对“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

格过高上涨的”行为，《价格法》第四十条规定：“经营者有

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

所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

的规定执行。”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经营者违

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

上涨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

营业执照： 

  （一）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 

  （二）除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

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

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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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

高上涨的。 

  行业协会或者为商品交易提供服务的单位有前款规定的

违法行为的，可以处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依法撤销登记、吊销执照。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单位散布虚假涨价信息，扰乱市

场价格秩序，依法应当由其他主管机关查处的，价格主管部

门可以提出依法处罚的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应当依法处罚。” 

23、被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

和物品，需如何处理？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被传染病病原体

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

严格消毒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 

第四十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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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消毒可以使用的，应当在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进行消毒处理后，方可使用、

出售和运输。” 

 



 20 

典型违法案例 

青海通报 4 起疫情防控中违规违纪违法典型问题 

新华社西宁 2 月 21 日电（记者央秀达珍）21 日，青海

省纪委监委通报 4 起疫情防控中违规违纪违法典型问题。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干部李

传明、薛少华、班玛才让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小区防控

工作的问题。2 月 10 日，李传明、薛少华、班玛才让在疫情

防控期间聚集饮酒，薛少华、班玛才让在酒后未佩戴口罩的

情况下与小区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并在公安机关处置过程中

态度恶劣，多次阻碍民警执法，造成不良影响。班玛才让、

薛少华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李传明、薛少华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班玛才让受到政务撤职

处分。 

西宁市湟中区李家山镇党委、政府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

力的问题。1 月 19 日、25 日，湟中区李家山镇及汉水沟村工

作人员先后两次在对武汉返村人员疫情排查工作中，都未能

及时发现最终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苟某从武汉回村的情

况，造成重大风险隐患。湟中区李家山镇党委、政府作为乡

镇疫情防控的主体，排查工作不深不细，被通报批评。李家

山镇党委书记杜军、镇长纳兴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副镇长

马艳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汉水沟村党支部书记周文、

村委会主任马永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信访局借调干部才让加在

疫情防控期间违规聚集饮酒、强闯小区疫情防控值守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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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才让加在疫情防控期间，前往县政府办公室司机

靳宝家中聚集饮酒，且在未佩戴口罩的情况下，酒后驾驶私

家车回家途中强闯小区疫情防控值守点，谩骂值守点工作人

员。才让加受到行政拘留、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和罚款处罚，

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政务撤职处分；靳宝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镇团结路北社区值班人员仁

青才让、那赛卓玛、确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弄虚作假的问题。

1 月 27 日，仁青才让、那赛卓玛、确杰三人对疫情防控工作

认识不足，谎称开展了入户调查，并提供虚假工作台账。仁

青才让、那赛卓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确杰被通报批评。 

 

北京严打涉疫情违法活动，45 人不配合社区管理措施被查处 

北京市公安局通报，1 月 28 日，在昌平区南口镇陈庄村，

吴某（男，17 岁）因未携带出入证，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发生纠纷，后殴打工作人员、损毁村口隔离体检设施，并

以扬言患有肺炎等方式滋事。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昌平

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2 月 4 日 14 时许，在顺义区后沙峪地区铁匠营村，曲某

某（男，33 岁）酒后拒不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辱骂、推

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并强行冲闯门岗。曲某某因寻衅

滋事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5 日。 

2 月 7 日，在西城区某社区，韩某（男，47 岁）拒绝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登记、测量体温等工作，派出所民警迅

速开展处置。韩某拒不配合民警工作，并将民警打伤。韩某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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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警方介绍，针对这些干扰破坏社区卫生防疫防控

措施，寻衅滋事、扰乱秩序的各类突出问题，警方快速处置、

严厉打击，先后查处相关违法犯罪案事件 44 起，打击处理

45 人。 

 

故意隐瞒行程还到处乱跑，全国多人被立案调查 

1.1 月 31 日，青海警方发布了一则通报，全文如下： 

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西宁市湟中县李家山镇汉水沟村村

民苟某，长期在武汉务工，近日返宁后，拒不执行西宁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关于“重点

地区人员需向社区（村）登记备案，并主动居家隔离”的要

求，故意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编造虚假归宁日期信息，对

自己已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刻意隐瞒，欺骗调查走访人员，且

多次主动与周边人群密切接触。特别恶劣的是，苟某有意隐

瞒其子与其一同从武汉返宁的事实，其子也多次在外活动，

并密切接触人群。目前，苟某和其子已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苟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青海省西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处置工作指

挥部通告，严重干扰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现苟某涉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采取相关措施，

并隔离收治。 

 

2.2 月 1 日，广西玉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

例薛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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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玉林市福绵籍居民薛某某

（男，1979 年出生），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外出旅游时出

现低热，返回玉林后，到相关医院就诊过程中，隐瞒与重点

疫区人员接触史，且拒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控

制措施，在没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情况下擅自与他人接触，

导致其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传播的严重危险。1月 31日，

薛某某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薛某某明知自己疑

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拒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的预防、控制

措施，仍然在公共场所及其他地方活动，放任向不特定人员

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零九条之规定，玉林市公安局玉州分局于 2 月 1 日对薛

某某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关措施。 

 

“戏精”上身！为逃避工作竟谎报疫情，实在可耻 

   广西玉林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发布的通报称，福绵区文体旅游局一名员工于 2 月 2 日

向单位谎报其曾与疫区人员密切接触，申请在家居家隔离，

之后逐日向单位谎报渐次出现发热、咳嗽、乏力、肺部 CT

检查出现白点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并于 2 月 9 日谎报其接

触的疫区人员已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名员工“疑似新冠

肺炎感染者”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开后，在当地引起一定程度

恐慌。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将这名员工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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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一切正常。经公安机关查证，这名员工未与疫区人员

有接触，其所报称与疫区人员接触以及发热、肺部 CT 检查

出现白点等均为其虚假捏造。最后，这名员工承认其提供的

情况均为虚构，目的是想逃避工作。公安机关根据相关规定，

对其给予拘留 10 日处罚，单位对其解除聘用合同。 

 

甘肃警方查处 11 起利用网络散播疫情谣言违法案件 

新华社兰州 1 月 30 日电（记者姜伟超、胡伟杰）近日，

甘肃警方依法查处 11 起借助网络散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谣言的违法案件，13 人被行政拘留或处罚。 

甘肃警方介绍，多数违法嫌疑人因散播不实疫情信息而

受到处罚，也有一人因对被感染人群进行人身攻击而被警方

处理。其中，兰州市红古区一男子在酒后编造了“兰州市封

城通知”等谣言，随后在网上流传演变为“兰州自 1 月 26

日 0 时起出租车停运、所有高速公路封锁、中川机场所有航

班取消、全面封城”等谣言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定西市安定区两名男子在未见到官方疫情通报的情况

下，在微信群分别转发“安定某宾馆发现 2 名，某宾馆都被

隔离”“武汉来的车，全省高速全部封闭、隔离了 72 人”两

条谣言，并被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安定公安分局

对二人依法进行了处理。 

 

北京警方侦办涉“疫”网络谣言案件通报 3 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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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 27 日在北京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就涉“疫”网络谣言案

件通报了 3 起典型案例： 

案例一：1 月 24 日，网民刘某（男，22 岁）发布“我感

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昨天赶紧去朝阳大悦城、西单大悦城门

口咳嗽上百次，感染的人越多越好”相关消息。经查，刘某

并未感染新冠肺炎，身体健康，出于恶作剧心态，故意编造

虚假信息，并在微信朋友圈及多个微信群、QQ 群内发布，

群内共涉及 2700 余人，引发群众恐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依

法被通州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 月 25 日，刘某已被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 

案例二：1 月 31 日，王某（男，25 岁）在小区业主微信

群（群内 300 余人）发布消息称，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准

备传染给他人。经查，王某并未感染新冠肺炎，因居委会工

作人员向其了解健康情况时，王某与居委会工作人员发生口

角，为泄愤故意编造自己确诊新冠肺炎的虚假信息，并发布

到业主微信群内，造成群内业主恐慌。违法人员王某因虚构

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依法被海淀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案例三：2 月 23 日，网民柴某（男，35 岁）发布“积水

潭医院要开始建方舱医院”相关消息，并称信息由积水潭医

院内部传出。经查，柴某并没有所谓内部信息来源，所发内

容纯系个人编造，柴某将该信息发至微信群，后被转发，造

成不良影响。违法人员柴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依法

被海淀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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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一诊所因误诊致疫情蔓延被吊销执业许可证 

新华社合肥 1 月 29 日电，近日，该市发布的《关于对陈

荣胜内科诊所违法违规行为的通报》指出，该诊所因延误诊

疗导致疫情传播蔓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该诊所及相关医

师分别被吊销执业许可证和执业证书，密切接触者 53 人正在

接受隔离观察。 

    通报指出，陈荣胜内科诊所接诊医生戴某在江某就诊期

间，未落实相关传染病报告制度，延误了患者治疗的最佳时

期，导致该市疫情传播蔓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决定，

吊销陈荣胜内科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戴某医师执

业证书。该市卫健委已将有关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新华社安徽：安徽公布疫情防控期间首批 

价格违法典型案件 

新华社合肥 1 月 30 日电（记者汪奥娜）安徽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30 日公布疫情防控期间首批五个价格违法典型案例，

主要涉及商家销售防疫用品与药品未明码标价、哄抬价格等

违法行为。 

据通报，宁国市窦氏医药零售有限公司销售的口罩未明

码标价、宿松县安徽南北药行连锁有限公司黎河店以每只 1.5

元的价格对外销售进价为每只 0.5 元的一次性口罩 2000 只、

金寨县众客优品新城区店以每只29.9或39.9元的价格销售进

价为每只 13.5 元的口罩 12000 余只、无为同益大药房水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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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店销售一次性医用口罩未明码标价。各所在地市场监管

部门均已正按照执法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调查处理，将

于近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另外，宿州市砀山县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举报对砀山县

福康药房进行检查，发现该药房所售部分防疫用品、药品无

明码标价，已立即责令当事人整改，并对当事人作出 3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上海集中通报疫情防控期间假冒伪劣、哄抬物价、 

销售过期口罩等违法案例 

易尔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涉嫌销售过期口罩案。2

月 3 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消费者称在某电商

平台购买的 YATO 口罩全部过期。经查，当事人易尔拓工具

（上海）有限公司在电商平台的店铺名称为“YATO 工具旗

舰店”，在网上销售的 YATO 牌 YT-7486，YT-7487，YT-7489

型号的口罩存储期结束日期为：2015/02，且无中文标签。当

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浦东

新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俞某涉嫌生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案。2 月

14 日，松江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线索，反映在新浜镇某农民住

宅中存在一处口罩制假窝点。经查，当事人俞某在上海市松

江区新浜镇南杨村*号内生产销售印有霍尼韦尔 Honeywell、

吉可 GIKO、港凯等注册商标的 KN95、N95 自吸过滤式防颗

粒物呼吸器，现场查获侵权口罩 10 余万枚以及大量制假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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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制假工具，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

反《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松江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上海贺恒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案。青

浦区市场监管局接消费者投诉，反映其在当事人的网店（凯

壹特旗舰店）购买了K-9001V折叠式防雾霾PM2.5口罩，2020

年 1 月 28 日收到商品后发现，商品包装上印制的生产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5 日。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伪造生产日期，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上海黎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哄抬口罩价格案。1

月 22 日起，金山区市场监管局陆续接举报称上海黎创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的网店“黎创家居专营店”销售

3M 口罩时哄抬价格。经查，自 1 月 17 日起，当事人在网店

提高口罩售价，将日常售价 60 余元的口罩以 255-398 元/盒

的价格销售。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价格法》的相关规定，

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