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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尧感染范围最广尧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遥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袁可以有效阻隔
病毒传播尧防止疫情扩散的防治尧防护用品尧物资就变得格
外重要遥 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袁生产尧销售伪劣口罩尧医
用酒精尧消毒液等产品袁牟取非法利益袁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袁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袁应依法严惩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袁按照最高检工作安
排袁立足检察职能袁结合最高检尧市场监管总局尧国家药监
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药品安全野四个最严冶要求专项
行动袁充分履行职责袁为有效防控疫情尧维护市场秩序尧助
力复工复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遥具体而言袁一方面袁依法及
时尧从严惩治生产尧销售伪劣防疫物资用品尧利用疫情哄抬
物价尧囤积居奇尧牟取暴利等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的犯罪袁形成有力震慑曰另一方面袁按照分区分级精准
复工复产的工作部署要求袁在坚决维护疫情防控秩序的同
时袁依法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袁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治产品尧检察产品遥

全国检察机关目前共介入尧办理妨害疫情防控经济犯
罪案件 1086 件 2251人袁其中袁涉嫌生产尧销售伪劣产品罪
427件 850人袁生产尧销售假药罪 2件 4人袁生产尧销售劣药
罪 2 件 2 人袁生产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344 件
848人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149件 285人袁非法经
营罪 161件 262人遥

一尧依法惩治生产尧销售伪劣产品
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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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用品、物
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定罪处罚。

案例一院 浙江省仙居县方某某销售伪劣产品
案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被告人方某某渊个体经商者袁浙
江省仙居县人冤为牟取非法利益袁从江苏省苏州市批量采
购白色二层尧三层口罩袁且在明知该口罩属于野三无冶劣质
产品的情况下袁在网上及线下向柯某某尧蒋某某渊均另案处
理冤等人进行销售遥 自 2020年 1月 25日至 2月 5日袁共销
售该野三无冶口罩 25 万余只袁销售金额 24 万元左右袁非法
获利 7万余元遥 2月 5日袁经检验机构检验袁该批口罩的过
滤效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袁系不合格产品遥

2月 6日袁 仙居县公安局对方某某以涉嫌销售伪劣产
品罪立案侦查袁仙居县检察院介入侦查袁提出了补充相关
证据意见遥2月 10日袁仙居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袁仙居县
检察院同日作出批捕决定遥 2月 12日袁仙居县公安局侦查
终结移送审查起诉遥 次日袁仙居县检察院对被告人方某某
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袁并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遥 2 月 14 日袁仙居县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袁采纳
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袁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方某某有
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袁并处罚金 35万元袁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53700元袁依法予以没收扣押口罩遥

案例二院 湖北省孝感市桂某等涉嫌销售伪劣
产品案

2020年 1月 25日袁杨某渊无业袁湖北省孝感市人冤见孝
感地区疫情比较严重尧防疫物资比较紧缺袁遂与桂某渊无
业袁湖北省孝感市人冤商议做防疫物资生意袁由桂某负责组
织货源袁由杨某负责销售遥 27 日袁桂某托亲戚从河北石家

庄市购买了 30700 公斤野卫蓝冶牌 84 消毒液袁并于 31 日运
至孝感遥 当天袁杨某与桂某在收货时发现该批 84消毒液是
野冀蓝冶牌袁与事先约定的野卫蓝冶牌 84消毒液的商标品牌尧
生产厂家及产品合格证书均不一致袁且接收的这批消毒液
没有粘贴商标袁而是将商标标识与货物分开搁放袁商标也
未剪裁袁用微信扫描商标上的二维码时袁扫不出生产批号
和生产日期袁商标上也看不到应有的野消准冶字遥 桂某和杨
某明知上述情况袁 仍将其中 2000 公斤销售给孝感市孝南
区某镇政府防疫指挥部袁 将其中 4000 公斤销售给孝南区
另一镇政府防疫指挥部袁将其中 24000 公斤销售给药商刘
某袁销售金额共计 14.8万元遥 药商刘某于当天销售给孝感
市某区防疫指挥部 10000公斤袁 销售给孝感某药店 10450
公斤遥 2月 1日袁该药店 10450公斤 84 消毒液被孝感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查获并被扣押遥经鉴定袁该批野冀蓝冶牌 84消
毒液中氯含量不达标袁 不符合国家标准 GB19106的要求袁
属于不合格产品遥孝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该案涉嫌犯
罪袁于 2 月 5 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袁并同时抄送检察
机关遥

孝感市检察院及时派员提前介入侦查袁了解案件及证
据情况袁对证据收集尧固定尧完善及取证方向提出引导意
见遥 经公安机关提请逮捕袁2月 20日袁 孝感市检察院对桂
某尧杨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批捕决定遥

案例三院 浙江省兰溪市姜某某涉嫌销售伪劣
产品案

2020 年 1月 21日至 1月 27日袁犯罪嫌疑人姜某某以
非法获利为目的袁将其 2009年创办的兰溪某工艺品厂渊之
前该厂主要生产口罩袁后因经营不善注销冤生产的尧堆放在
仓库里的口罩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通过微信朋友
圈推销袁卖给多家药店袁销售金额 10万余元遥 经检验机构
检测袁销售的口罩过滤效率不符合标准要求袁为不合格产
品遥 兰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2 月 2 日将案件线
索移送至公安机关袁兰溪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侦查遥 后兰
溪市公安局提请批捕姜某某袁 市检察院对其作出批捕决
定遥

犯罪嫌疑人姜某某被逮捕后袁兰溪市某劳保用品厂以
姜某某系该企业实际控制人袁负责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理
由袁向兰溪市检察院请求对其变更强制措施遥 检察机关立
即指派检察官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院一是到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对该劳保用品厂口罩项目情况进行调
查遥 经核实袁该厂于 2020年 2月 14日注册成立袁法人代表
为叶某袁主要生产民用一次性口罩和儿童口罩曰二是对该
劳保用品厂进行实地走访袁调查核实该厂生产经营情况和
姜某某的职责作用曰三是提审姜某某袁核实相关情况袁并确
认其认罪悔罪态度遥最终核实该劳保用品厂是该市仅有的
具备儿童口罩生产能力的企业遥姜某某作为企业实际控制
人掌握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进购渠道袁企业后续扩大生产所
需的设备与原材料短缺问题亟待姜某某联系解决袁若持续
羁押袁将影响企业扩大生产袁从而影响市防疫物资供应遥

综合调查核实的相关情况袁检察机关依据叶人民检察
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渊试行冤曳第十八条第十二
项规定袁 认为犯罪嫌疑人姜某某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袁
于 2020 年 2月 20 日向公安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袁
当日姜某某被取保候审遥 2月 24日袁检察机关对企业进行
回访袁该劳保用品厂已搬进新的厂房袁新购买的机器设备
也已投入使用袁扩大了生产规模袁对当地防疫物资供应起
到了积极保障作用遥

二尧依法惩治生产尧销售不符合标
准的医用器材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
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

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
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本罪中的医用器材包括
医疗器械和医用卫生材料。

案例四院 江苏省扬州市纪某某涉嫌销售不符
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

2020 年 1 月 29 日袁被告人纪某某渊健身馆经营者冤得
知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地区呈扩散尧蔓延势头袁预判具有
防护功能的医用口罩市场需求量巨大袁遂通过网络联系到
某旅游用品厂渊非医疗器械经销商冤袁以 0.5 元一只的价格
购买了 9600只在保质期内的野飘安冶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袁并于当日晚销售完毕遥此后袁纪某某看到销售口罩利润
可观袁明知该厂另有 6万只野飘安冶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为过期产品袁仍以 0.1 元一只的价格购予以购买并现场结
清货款遥为掩盖口罩已过期的事实袁1月 30日凌晨袁纪某某
将上述口罩存放于自己所经营的健身游泳馆内袁将每包口
罩的外包装袋撕开袁销毁标注有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的合格
证遥1月 30日至 31日袁纪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销售信
息袁 以一只 0.5元至 2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口罩出售给被
害人曹某等人袁得款 55100元遥 经检验机构检验袁涉案口罩
的细菌过滤效率不符合相关规定标准的要求袁系不合格产
品遥扬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纪某某以销售伪
劣产品罪立案袁并于 2 月 1日对其取保候审遥 检察机关介
入侦查后袁引导公安机关对涉案口罩的性质尧功能用途尧销
售口罩时的主观故意等方面强化证据收集袁确定了涉案口
罩系医用器械袁且销售时纪某某主观故意明确袁根据野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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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建议公安机关变更涉案罪名遥 2月 22
日袁公安机关以纪某某涉嫌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移送审查起诉遥 检察机关依法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袁听取
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袁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
裁程序遥 2月 24日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被告人
纪某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提起公诉袁目前案件
正在法院审理中遥

三尧依法惩治生产尧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
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

资，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定罪处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或者销售明
知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
用器材罪定罪处罚。同时，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院 江苏省南京市程某某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案

被告人程某某系南京某药业公司医药代表遥 2020年 1
月底袁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袁市面口罩紧缺袁被告人程
某某尧朱某商议购进口罩向药店加价销售以牟利遥 1 月 21
日袁二被告人联系南京某商品批发市场的个体经营户被告
人丁某某购买口罩遥后丁某某从同市场的经营户被告人张
某某处购入 5.16 万只野3M冶牌口罩转售给程某某和朱某袁
并告知该口罩系仿制口罩遥经查袁上述口罩系徐某某渊另案
处理冤经营的家庭小作坊生产的劣质仿冒野3M冶口罩遥 1月
22日袁被告人程某某在其所加入的药店经营者微信群内发
布消息称袁 有一批 3M公司为疫情防控连夜赶制的口罩袁

可向各个药店供货遥 1月 22日晚 22时至 23 日凌晨袁被告
人程某某在其就职的药业公司所在地的一楼大厅内袁以人
民币 30.9 万余元的价格将上述劣质口罩销售给二十余家
药店袁并提供了虚假的检验报告遥 经鉴定袁上述标有野3M冶
注册商标的口罩为侵犯野3M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袁且
过滤效率不符合质量标准遥

2020年 1月 29日袁 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接群众举报袁将线索移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袁该分
局于 1 月 29 日和 1 月 30 日抓获涉嫌销售伪劣口罩的被
告人程某某尧朱某等 4人袁并予以刑事拘留遥南京市雨花台
区检察院于当日接到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后袁立即通过视频
会议系统远程提前介入案件袁从案件定性尧证据收集固定尧
追查口罩源头等方面提出侦查取证建议遥

2020年 2月 5日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将该案提
请批准逮捕袁同日雨花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袁并提出了进
一步侦查意见遥 2月 20日袁雨花台分局将该案移送审查起
诉袁雨花台区检察院受案后袁听取了辩护人以及被害单位
的意见袁并依法讯问了四被告人袁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袁本
案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实充分袁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追究四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袁 并于 2 月 21 日提起公
诉遥 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于 3 月 2 日远程开庭审理了本
案袁 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程某某尧
朱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袁罚金人民币 16万元曰判处被告
人丁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袁罚金人民币 6 万元曰判处被告
人张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袁罚金人民币 6万元遥

四尧 依法惩治涉哄抬物价的非法
经营犯罪

揖法律要旨铱
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或基本民生

物品的价格牟取暴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处罚。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也要准确把握刑
事政策，统筹考虑稳定市场秩序与恢复市场活力，为复工
复产提供司法保障。

案例六院 天津市津南区张某等人涉嫌非法经
营案

犯罪嫌疑人张某尧贾某系天津市某大药房连锁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袁犯罪嫌疑人苏某尧王某分别系该公司下属药
店的店长遥 2020年 1月 21日袁张某尧贾某决定提高公司下
属药店所售疫情防护用品尧药品的价格袁趁疫情防控之机
牟取暴利袁并通知各店长执行遥 随后袁该公司下属 7 家药
店袁大幅提高 20余种疫情防护用品尧药品的价格并对公众
销售袁其中将进价 12 元的口罩提价至 128 元袁将疫情发生
前售价 2元的 84消毒液提价至 38元遥从 1月 21日起至 1
月 27日案发仅六天时间内袁非法经营额达 100 余万元袁严
重扰乱当地的防疫秩序遥

1月 27日袁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接到津南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线索后立案侦查袁并于次日将犯罪嫌疑人张某
等人抓获归案袁并对犯罪嫌疑人张某尧贾某尧苏某尧王某等
4人刑事拘留遥 公安机关立案后袁 津南区检察院第一时间
介入侦查袁先后四次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袁建议公安
机关及时固定涉案公司下属药店口罩尧消毒液等物品的销
售记录尧出库单等证据袁并对各药店销售情况进行审计袁引
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涉案证据遥 2月 24日袁天津市公安局
津南分局对张某尧贾某尧苏某尧王某等四人提请批准逮捕遥
津南区检察院通过网络远程提讯系统讯问了四名犯罪嫌
疑人遥经审查袁张某等 4人违反国家在预防尧控制突发传染
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尧价格管理等规定袁哄抬
物价尧牟取暴利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袁情节严重袁非法经营
数额达一百余万元遥 当日袁天津市津南区检察院决定对张
某等 4人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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