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让这个春节变得不
同寻常。 疫情发生以后，各路力量联
防联控，八方资源紧急支援，一场全
国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迅速打
响。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时，一个
会被历史记住的时间，武汉“封城”。
随后以武汉为中心的其他 12 个城
市，也都依法实施了“封城”举措。我
国政府此举， 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称为“非凡的措施”。

防控疫情，要靠科学，当然也离
不开法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 我国政府的每一项
举措都是有法可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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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普法办日前
特别组织力量汇总整理了与当前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有关的法律规定， 形成了有关法律
知识问答二十三问并予以公布。

依法“封城”：
防控措施前所未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 1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布 2020 年 1 号公告，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
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
的预防、控制措施。

防控疫情，法治同行。此次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
国政府果断依法做出“封城”决定。

“封城”的举措，是根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和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突发事
件应对法等相关法规而做出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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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工、停业、停课，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
扩散的场所” 等紧急措施并予以公
告。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明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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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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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项或者多项应
急处置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
任迈克尔·莱恩认为，面临重大疫情
威胁，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这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不
同寻常的，相应的，中国出台了不同
寻常的措施， 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

模的防控行动， 以及如此有力的措
施”。

北京时间 1 月 31 日凌晨，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构成了“国际公共卫生紧
急事件（PHEIC）”。 同时，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反复强调， 世界
卫生组织做出这一决定， 绝不是对
中国没有信心，而恰恰相反，中国为
疫情防控做出的努力， 尤其是中国
的防控措施是前所未有的。 做此决
定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情况， 中国
为各国的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

八方驰援：
供应你的一应所需
武汉等地“封城”是为了阻止病

例输出。“你留在城内为守护全国和
世界的健康， 我守在城外倾尽所能
供应你的一应所需”。 1 月 24 日，武
汉“封城”的第二天，我国除夕的夜
晚， 第一架搭载着经验丰富的医护
人员的飞机飞抵武汉天河机场。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截至
记者发稿时，全国各地已有 26 个省
（区、市）和 3 支部队的 6000 余名医
护人员驰援湖北，其中很多是 2003
年在一线抗击过“非典”、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的优秀医护人员。

这些天， 一组组医护人员满脸
血印水泡、 双手发白发皱的照片让
人看了不禁心疼。每当被问起名字，
他们却这样回答：不说名字了，我们
是党员。

医护人员不足，全国增援！医疗
场地设施不足，那就建一个！一个不
够那就建两个！ 武汉火神山和雷神
山两所新医院建设以中国速度与时
间赛跑……

对于防控疫情， 许多人的关注
点往往聚焦于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用
物资是不是到位、 病人收治确诊是
不是及时、 食品供应是不是充足等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

事实上，从整体上来看，防控疫
情还涉及到工农业生产、 物资运输
调配、医疗防治、通信保障、金融支
持等多个领域工作的统一安排和协
调。

1 月 25 日农历大年初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
决定， 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领导下开展工作。 党中央向湖北等
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 推动有
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1 月 27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领的
中央指导组抵达湖北武汉。 中央指
导组从疫情防治、物资保障、督查、
信息公开等不同方向展开工作。

截至 1 月 29 日， 全国共有 31

个省（区、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这就意味着
对疫情的防控已经进入到最高级
别，随着一级响应机制的启动，一系
列配套措施将随时出台。

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
那么一群人，逆风而行，迎难而上。
他们也怕病毒， 但职责让他们义无
反顾。他们中有警医周军泉、陶颖夫
妇，有铁路民警王铮、王鹏兄弟，有
推迟婚礼的辅警洪浩， 有驰援武汉
的护士王亚美……他们平凡而伟
大。

严肃问责：
为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在湖北，除了武汉，黄冈、孝感

等地疫情防控形势也比较严峻，特
别是黄冈市。 1 月 29 日，中央指导
组派出督查组， 赶赴黄冈市进行督
查核查，但面对询问，黄冈市卫健委
主任唐志红和黄冈市疾控中心主任
陈明星，对收治病人数、床位数量、
检测能力数等， 竟一问三不知。 次
日，唐志红被提名免职。

唐志红被问责， 为党员干部敲
响了警钟。 无论是阳奉阴违还是出
工不出力， 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乱作
为， 无论是弄虚作假还是失职渎
职……都会受到党纪乃至法律的处
置。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 刑法以及
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
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导致
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 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
严重的， 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
处罚。

“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
别、评价、使用干部。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把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
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 宗旨意
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
的重要内容。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
表彰、大胆使用；对不敢担当、作风
飘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
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印发的
关于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 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监督
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 对防控疫情
中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
皮、 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严肃查处、推动整改；对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失职渎职、 挪用救援
款物等违纪违法问题， 坚决依纪依

法调查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也下发通知强调， 要严格执行传染
病防治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 严惩
隐瞒、谎报疫情，未及时采取预防、
控制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等失职犯
罪。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 20 余名
党员干部被问责， 主要原因就是防
疫不力。除了唐志红，被问责的官员
还包括河北省邯郸市疾控中心主任
董伯森， 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交通
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永豪，天津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增
田， 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卫生健
康局局长唐虎等。

从重处罚：
持续严惩“黑心商贩”
在举国抗疫之时， 一些人打起

了发“疫情财”的算盘，要么囤积居
奇，要么哄抬物价。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日前公开曝光“哄抬口罩价
格典型案件”，北京、天津、南昌等地
多家药店被处罚， 部分药店被处以
30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以及关于办理妨害预
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有关规定， 价格主管部门可
以对违法商家根据其违法情节予以
处罚，情节较重的处 50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疫情期间哄抬物
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一场疫情让口罩变得“一罩难
求”，于是，有人哄抬口罩价格，有人
制售过期口罩、假口罩和“三无”口
罩。相比哄抬口罩价格等违法行为，
制售过期口罩、假口罩和“三无”口
罩的行为更加恶劣。 这些不符合防
疫要求的口罩一旦流入疫情防控一
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截至记者发稿时，浙江、上海、
江苏、 江西等地公安机关侦破制售
假冒伪劣口罩案件 7 起， 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20 人，现场查扣假冒伪
劣口罩 38 万余只。 2 月 1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重申， 检察机关将持续
严惩“黑心商贩”。

根据刑法和关于办理妨害预
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有关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
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销售金额超过 5 万元的，应当以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
等灾害期间， 生产、 销售伪劣的防
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

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药、劣药，构成
犯罪的，分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
售劣药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面对疫情，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积极行动，从药品、器械等防控物资
的储备供应到加强预警监测 、严
格疫情报告制度；从减少不必要
的出行、最大限度减少大型公众
聚集活动到每个人做好自身的
防护措施，每一个人都行动了起来，
共同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 众
志成城，和衷共济。我们一定能够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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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 要靠
科学， 当然也离不开
法治。 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 我国政府的每一
项举措都是有法可依
的。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 在疫情
面前， 任何人都要无
条件执行相关的决
定、命令或者措施。如
果不服从、 不配合或
者拒绝执行， 轻则面
临治安处罚， 重则面
临刑事追究。

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

法治同行 合力筑起共同战“疫”钢铁长城

防疫不力严肃问责
●对防控疫情中不担当、 不作
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
查处、推动整改；对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失职渎职、挪用救援款物
等违纪违法问题，坚决依纪依法
调查处理。严惩隐瞒、谎报疫情，
未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造成
疫情扩散等失职犯罪。

2 月 2 日，第
三批江苏援湖北医
疗队 120 人乘飞
机出征湖北， 支援
当地开展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医
疗救治工作。 图为
南京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的医护人
员手持印有“抗疫
必胜” 四个大字的
纸张合影。
CNSPHOTO提供

北京铁路公安处
北京西站派出所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
最重要、 最紧迫的任
务， 全力做好返程高
峰期间疫情防控和交
通运输保障工作。 图
为北京西站派出所民
警在出站口协助车站
工作人员为到达旅客
测温， 维持出站秩
序。 居杨 /摄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疫情面前， 任何人都要无条件执
行有关政府决定、命令或者措施。如
果出现不服从、 不配合或者拒绝执
行有关政府决定、 命令或者措施等
行为，轻则面临治安处罚，重则面临
刑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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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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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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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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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第三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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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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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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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

疫情时期，
拒绝执行有关
政府决定将受罚

●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
等灾害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
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
产、 销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
药、劣药，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
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定
罪，依法从重处罚。

黑心商贩从重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