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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依法惩治妨害传染病防
治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违反传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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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
措施,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不符合刑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的, 依照刑法第三
百三十条的规定, 以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定罪处罚。

新冠肺炎病毒具有传染性
强尧传播速度快尧防控难度大的特
点, 加上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大,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极大挑战遥
为有效阻断病毒传播, 防止疫情
蔓延, 各级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制定了防控疫情的措施, 包括
加强对重点疫情发生地区返回人
员排查尧登记尧随访,重点追踪尧督
促来自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的健康
状况监测,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
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对社
区(村)尧楼栋(自然村)尧家庭进行全
覆盖落实防控措施, 要求从疫区
返回人员到村支部或社区进行登
记,并进行体检尧主动隔离等等遥
因此, 相关组织和个人依法负有
配合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疫
情防控工作的责任和义务遥 对于
不遵守相关防控规定, 妨害传染
病防治, 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应当依法惩
治遥

实践中, 要注意区分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的界限遥 根据 野两高两
部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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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曳(以下简称叶意见曳)规定,
除以下两种情形外, 一般应当认
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一是已确
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尧病原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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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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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遥 此外,对于明知自身已经确诊
为新冠肺炎患者或者疑似病人,
出于报复社会等主观故意, 恶意
散播病毒尧感染他人,后果严重尧
情节恶劣, 也应当以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遥

案例一: 河北省内丘县梁某
某尧任某军尧任某辉等人涉嫌妨害
传染病防治案遥 犯罪嫌疑人梁某
某与妻子刘某某系河北省邢台市
内丘县人, 退休后长期在武汉市
女儿处居住遥2020年 1月 15日左
右,刘某某(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患者,已故)出现感冒尧咳嗽症状遥 1
月 17日,梁某某尧刘某某与女儿尧
女婿及外孙一家五口驾驶汽车从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住处返回内
丘县某村住处遥 途中,梁某某及其
家人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出入
湖北尧 河南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
站尧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遥返回
内丘县某村住处后, 梁某某一家
人未采取防护措施, 分别多次出
入内丘县家乐园大卖场尧 邢台市
天一城商场等公共场所, 并在饭
店与多人聚餐, 与不特定多数人
群接触遥 从武汉返回内丘县某村
后, 刘某某咳嗽症状加剧,1月 18
日 6时许, 刘某某到本村村医诊
所就诊, 并邀请村医每日早晨到
家中为其输液至 1月 23日遥 1月
31日 6时左右,刘某某出现咳嗽尧
胸闷症状, 梁某某送刘某某到内
丘县中医院心病科就诊遥 2月 4
日晚, 刘某某因病情加重转至邢
台市人民医院就诊遥 2月 6日,刘
某某被确诊为 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冶,2月 8日,刘
某某因 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危
重型冶死亡遥

1月 20日至 23日,邢台市内
丘县全面摸排从武汉市返乡人员
的情况遥 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明知
其原工作单位及内丘县村镇等有
关部门正在摸排调查的情况而故
意隐瞒,特别是在 1月 31日刘某
某到内丘县中医院及邢台市人民
医院就诊期间,市尧县两级医院医
护人员反复多次询问梁某某是否
去过武汉及与外来人员接触史
时,梁某某仍故意隐瞒尧否认遥 直
到 2月 6日刘某某病重后, 在邢
台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反复追问

下, 梁某某才承认从武汉返乡的
事实遥

犯罪嫌疑人任某军系内丘县
某村党支部书记,根据县尧镇政府
等部门安排, 在本次疫情防控期
间全面负责本村从湖北尧 武汉疫
区返乡的人员摸排工作, 在明知
梁某某从武汉返乡的情况下,拒
不履行相应职责, 不向相关部门
报告, 隐瞒梁某某从疫区武汉返
乡的事实, 同时通过微信告知村
主任任某辉, 让其通知梁某某隐
瞒从武汉返乡事实遥

犯罪嫌疑人任某辉系内丘县
某村村主任,根据县尧镇政府等部
门安排, 在本次疫情防控期间负
责梁某某家片区是否有从武汉返
乡的排查职责遥 任某辉在明知梁
某某及其家人从武汉返乡的情况
下,拒不履行相应职责,不向相关
部门报告, 隐瞒梁某某及其家人
从武汉返乡的事实, 同时授意梁
某某将其武汉牌照的车辆转移隐
藏遥

截至 2月 20日,与新冠肺炎
患者刘某某接触的邢台市桥东
区尧 桥西区及内丘县三地密切接
触者 153名尧 间接接触者 356名
全部被采取隔离观察 14天的措
施,同时致内丘县中医院尧内丘县
家乐园超市及内丘县五个村庄尧
四个住宅小区全部封闭, 邢台市
桥东区魏某某口腔诊所尧 靓市区
8号楼全部封闭遥2月 6日,梁某某
作为刘某某的密切接触者尧 任某
辉作为刘某某的间接接触者,二
人被隔离观察遥

2月 7 日,因涉嫌犯罪,内丘
县公安局对梁某某尧 任某辉等人
立案侦查, 内丘县检察院当日与
公安机关协调对接提前介入,在
邢台市检察院指导下对证据收
集尧固定尧完善尧定性等提出引导
意见,并经县尧市两级公安机关尧
检察机关沟通, 对案件定性达成
了一致意见遥 2月 10日,公安机关
对梁某某尧 任某辉采取监视居住
强制措施, 并继续对二人采取隔
离措施遥 2月 15日,对任某军采取
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遥 2月 20日,内
丘县公安局以梁某某尧任某军尧任
某辉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移送
审查起诉遥 2月 24日,任某辉被解
除隔离遥 目前,梁某某仍在隔离观
察中遥

案例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
宾市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案遥 犯罪嫌疑人韦某某长期在湖
北省武汉市华南水果批发市场某
水果行上班, 该市场距离华南海
鲜市场约 2公里遥 2020年 1月 23
日, 韦某某在武汉市因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野封城冶前乘坐 G439次
动车于当日返回来宾市, 与妻子
张某某等家人居住在来宾市兴宾
区某小区家中遥 1月 25日,社区要
求其居家隔离遥 韦某某未按要求
居家隔离,1月 26日至 29日多次
外出买菜或探亲访友尧 参加张某
某母亲葬礼, 并与多人有密切接
触遥 1月 30日,韦某某妻子张某某
出现咳嗽症状, 二人一起到来宾
市人民医院检查遥 2月 6日,张某
某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被隔离
治疗, 次日韦某某也被确诊感染
新冠肺炎并被隔离治疗遥 2月 8
日, 在葬礼期间与张某某密切接
触的张某凤尧韦某光尧韦某旭尧韦
某宜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2月
9日,在葬礼期间与张某某密切接
触的张某娇尧韦某思尧程某尧程某
唯也均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遥 因
韦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
自武汉返回, 且与其密切接触的
妻子张某某已经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2月 6日, 韦某某居住的小区
及周边被封闭, 因张某某回老家
参加其母葬礼, 该村也于同日被
封闭, 与二人密切接触的 122人
被集中隔离在酒店进行医学观
察遥 犯罪嫌疑人韦某某不执行居
家隔离措施, 造成大量人员被感
染或者被集中隔离进行医学观
察尧部分区域被封闭等严重后果,
同时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当地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的人
力尧物力尧财力,后果十分严重遥

2月 7 日,因涉嫌犯罪,来宾
市公安局兴宾分局对韦某某立案
侦查, 来宾市兴宾区检察院随即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遥 因韦某某患
新冠肺炎需进行治疗, 公安机关
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

前在治疗过程中遥 根据检察机关
的建议, 公安机关以韦某某涉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继续开展侦查
工作, 待其病情痊愈后予以依法
惩治遥

案例三: 上海市金山区李某
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遥 李某
某系湖北广水籍人, 在上海有住
所遥 2020年 1月 23日,已在武汉
居住三日的李某某得知武汉市于
当日 10时施行野封城冶管理措施
后, 改签车票经南昌返回上海,24
日抵沪遥 1月 24日起,上海启动重
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一级响应,
要求对于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实行
居家或者集中隔离观察 14天遥李
某某回沪后未按要求居家隔离,
因担心自己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尧
传染家人, 隐瞒武汉旅行史入住
上海市松江区某酒店, 次日独居
在其金山区家中,并于 1月 25日
至 30日多次出入超市尧 水果店尧
便利店等公共场所遥 1月 26日至
30日, 李某某出现了咳嗽尧 胃口
差尧乏力尧胸闷等症状后,搭乘公
交车尧 出租车至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金山分院看诊, 在历次看诊
期间违反疫情防控措施有关规
定,未如实陈述,隐瞒武汉旅行史,
在普通门诊看诊, 并在输液室密
切接触多人遥 1月 30日,经民警尧
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核查, 李某
某方承认有武汉旅行史, 并签署
叶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曳, 承诺不
擅自外出遥 1月 31日,李某某未经
报告外出, 搭乘公交车至医院看
诊尧出入药店,并在就诊时继续隐
瞒武汉旅行史遥 2月 2日其至医
院看诊时在医护人员追问下承认
途经武汉,后被隔离遥 2月 4日,被
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病例遥 确诊后,和李某某密切接触
的 55人被隔离观察,其中医护人
员 11名, 到医院看诊人员 36名,
出租车司机 5名,超市尧便利店工
作人员 2名,酒店工作人员 1名遥

2月 10日,因涉嫌犯罪,上海
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对李某某立案
侦查, 当日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
派员提前介入, 建议公安机关补
强相关证据并提出对李某某以涉
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开展侦查遥
公安机关于 2月 13日对李某某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取保候
审强制措施遥 目前,李某某在指定
隔离点隔离观察遥

二尧依法惩治妨害公务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以暴力、威胁方

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含在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
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
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受国家机
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
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 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
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
务的人员) 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
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
隔离治疗等措施的, 依照刑法第
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
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
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
处罚。
检察机关办理这类因抗拒管

控引发的妨害公务尧寻衅滋事尧故
意伤害等案件, 既要依法从严惩
治暴力抗拒尧 严重破坏防疫秩序
的犯罪行为, 坚决维护正常防疫
秩序, 又要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
治理, 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在
化解矛盾尧消弭对立尧促进和谐等
方面的制度优势遥 通过教育和鼓
励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有助于
促使其如实供述尧完善证据,有助
于案件事实的认定, 从而提高证
据质量和诉讼效率遥

案例四: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
区邓某某妨害公务案遥 被告人邓
某某系莱芜某食品有限公司职
工遥 2020年 2月 3日上午 8时许,
邓某某饮酒后未戴口罩去公司上
班, 因公司规定酒后不能上岗以
及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入
公司必须佩戴口罩, 故防控人员
不准许其进入公司院内, 对其进
行劝说阻止遥 邓某某不听劝阻,强
行从电动伸缩门跳入公司, 在防
控人员再次阻止时邓某某情绪更
加激动, 并上前击打防控人员面
部,进而与防控人员发生厮打遥 公
司报警后, 杨庄派出所民警徐某
某与辅警立即出警处置, 赶到现

场后看到邓某某与一名男子在厮
打,民警徐某某上前制止时,邓某
某击打民警徐某某左侧面部一巴
掌, 致徐某某右肩肩章处的执法
记录仪滑落, 另一名辅警拉着邓
某某不让其进入公司时, 邓某某
又要抬手击打辅警, 辅警躲开没
被打到, 后民警徐某某将执法记
录仪转交辅警, 再次制止时邓某
某又打了徐某某的左侧脸部两巴
掌, 民警徐某某及辅警随即将邓
某某控制并带至派出所遥 邓某某
殴打民警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
造成十分恶劣影响遥

济南市莱芜区检察院于案发
当日收到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后及
时介入,了解案情和证据,建议看
守所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邓某某进
行隔离尧单独关押遥 2月 4日下午,
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区分局以涉嫌
妨害公务罪提请批准逮捕邓某
某, 综合邓某某的行为及造成的
恶劣社会影响, 济南市莱芜区检
察院于 2月 5日对邓某某依法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遥 2月 6日下午,
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莱芜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邓某某
在疫情防控期间, 以暴力方法阻
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
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 同时对其
进行认罪认罚教育工作, 邓某某
表示认罪认罚尧认罪悔罪遥 2月 7
日,在律师见证下,邓某某自愿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莱芜区检察
院决定对邓某某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提起公诉, 建议适用速裁
程序,并提出了量刑建议遥 济南市
莱芜区法院于 2月 12日适用速
裁程序开庭审理了该案, 庭审中,
检察院起诉认定被告人邓某某的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依
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 被告人
邓某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
务的人民警察, 应当从重处罚;被
告人邓某某表示认罪认罚, 对指

控的事实尧 罪名以及量刑建议没
有异议,并有悔罪表现,法院当庭
作出判决: 被告人邓某某犯妨害
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遥

三尧 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定罪处罚。

众所周知,野没有买卖就没有
伤害冶,对于非法收购尧运输尧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尧 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构成犯罪的,要依法
予以打击遥 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
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野生动物,维
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为加强对
野生动物的保护, 我国刑法规定
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尧
杀害珍贵尧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
收购尧运输尧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尧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
法狩猎罪,以及走私珍贵动物尧珍
贵动物制品罪遥 此外,对于违反国
家规定, 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包括开办
交易场所尧进行网络销售尧加工食
品出售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
重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的野
生动物而购买的,以掩饰尧隐瞒犯
罪所得罪定罪处罚遥

需要强调的是, 疫情发生以
来, 对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
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隐
患,2020年 2月 24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 叶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尧 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尧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曳,明确规定全面
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尧交易尧运

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
生野生动物, 体现了国家立法机
关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禁止和严
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尧交易尧食用
野生动物的行为遥

案例五: 河北省玉田县刘某
某等五人涉嫌非法收购尧 出售珍
贵野生动物案遥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1月,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非法在辽宁省凌源等地以及从尹
某某手中大量收购草兔尧豹猫尧雕
鸮尧苍鹰等野生动物,其中从尹某
某手中收购雕鸮 4只尧 草兔 200
余只,雉鸡 15对遥 随后,将收购的
野生动物销售给玉田县犯罪嫌疑
人袁某某并从中获利遥 2019年 11
月至 2020年 1月间,袁某某尧刘某
某夫妇先后两次非法向单某某出
售凤头蜂鹰尧苍鹰尧雕鸮等野生动
物冷冻死体,并从中获利遥此外,公
安机关还在袁某某尧 单某某处搜
查出大量野生动物死体遥 经鉴定,
雕鸮尧凤头蜂鹰尧苍鹰等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豹猫尧草兔尧雉鸡均
为 叶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尧科
学尧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曳中的保护动物遥

2020年 1月 9日, 玉田县公
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尧 袁某
某尧王某某尧单某某尧尹某某以涉
嫌非法收购珍贵尧 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罪立案侦查遥 玉田县检
察院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遥 2月 6
日, 公安机关将该案涉案人员提
请批准逮捕遥 2月 10日,玉田县检
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以涉嫌非法出
售珍贵野生动物罪, 袁某某涉嫌
非法收购尧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
王某某涉嫌非法收购尧 出售珍贵
野生动物罪, 单某某涉嫌非法收
购珍贵野生动物罪作出批准逮捕
决定遥 尹某某被采取取保候审强
制措施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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