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知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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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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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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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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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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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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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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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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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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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公益广告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公益广告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虽然目
前报道的儿童感染新型冠状肺炎的数量远远少于成人，
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婴幼儿免疫功能尚不健全，一旦
发病，进展可能更快。因此，家长朋友们必须形成共识，
切莫心存侥幸，没特殊情况千万不要轻易出门，更不要带
娃出门。

家有萌娃，这几个技能家长需要掌握
婴儿与新生儿，家长需特别防护不能适应戴口罩的

婴儿或新生儿，家长应该特别防护，因为有的家长可能是
无症状感染者，所以家长都应主动戴口罩，自己咳嗽或打
喷嚏时，应用纸巾或手肘捂住口鼻，并将用过的纸巾立刻
扔进封闭的垃圾桶，用流水洗手。不亲吻孩子，不对孩子
呼气、喘气，不和孩子入嘴同一食物，不和孩子共餐具、饮
具，不用嘴巴吹气的方式让食物降温再喂食。家长应尽
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外出规范佩戴口罩，回家
后立即更换衣服鞋子，正确处理口罩，彻底全身清洁后再
接触小孩。

给孩子选择合适的口罩，并正确佩戴
（1）在帮助儿童佩戴前，家长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使

用说明，以掌握正确使用呼吸防护用品的方法；
（2）家长应随时关注儿童佩戴口罩时的情况，如儿童

在佩戴口罩过程中感觉不适，应及时调整或停止使用；
（3）因儿童脸型较小，与成人口罩边缘无法充分密

合，不建议儿童佩戴成人口罩；
（4）所有类型的口罩，防护效果都是有限的，需要定

期更换。口罩变湿或者被分泌物污染就应该换掉。
教会孩子严格规范洗手
督促孩子勤洗手，勤洗脸，不乱摸，避免年幼小孩吃

手，不要用手掏鼻孔，不要用手揉眼睛，告诉小孩手不要
碰触公共区域的物体表面。饮食前、大小便后、接触不洁
物体后要及时洗手，教会孩子七步洗手法，用流动的水和
肥皂或洗手液洗手20秒。

加强房间的通风
有条件的家庭每日定时开启空气净化器，空气消毒

机等，条件限制的家庭每日每个房间轮流通风2～3次，
每次开窗通风30分钟到1小时，房间通风时将孩子转移
到其他房间，做好保暖措施，避免通风时孩子受凉。

做好家庭的清洁消毒
如果家里有 84 消毒液，按正确方法（84 消毒液

10ml+990ml水）配置后，可以每日用84消毒液擦拭物体
表面一次，每天拖地1～2次。有条件的家庭外出买回来
的东西可以用消毒液进行消毒再使用。

家长频繁使用的手机不要给孩子玩、看，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每日需擦拭清洁消毒。孩子的玩具，学习、生
活用品等能耐高温的可用消毒锅或开水煮沸消毒30分
钟，不能耐高温的可选择酒精喷洒或放置在阳光下暴晒。

如果家庭有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家长，
使用过的物品或居住过的房间消毒时，应提高消毒液浓
度，将40～100ml的84消毒液加入到960～900ml水中稀
释后使用。

合理安排孩子的饮食起居
（1）每日营养均衡：保证营养充足，适当进食高蛋白

食物、新鲜蔬菜水果，年长儿增加口味丰富的坚果（年幼
儿不要吃），青春期的青少年不要节食。根据实际情况适
量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鱼肝油等。

（2）所有食物要充分熟透后才能食用，不偏食不挑
食，荤素搭配得当，不吃野生动物，应以清淡易消化饮食
为主，不要油腻，以免饮食不健康导致腹泻，引起不必要
的恐慌。

（3）适量多饮水，多排尿，尽量不饮用冷水，宜饮用温
水，同时适量增加奶制品（牛奶、酸奶）的饮用。

（4）在家休息时不可长时间看电视或玩电子产品，
适当安排锻炼或活动，学龄期儿童完成学校作业的同时
可以和家长一
起参与家庭清
洁 工 作 ，按 时
休 息 ，确 保 睡
眠充足。

（来自：湖
北疾控）

家有萌娃，如何预防新冠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