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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隐瞒病情与人群接触
律师解析为何涉罪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2 月 1

日 ， 一则案例通报 ， 引发广泛关

注。 青海一名确诊患者苟某， 曾隐

瞒发热、 咳嗽等症状， 主动与人群

密切接触， 被当地警方以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肆虐和全国抗疫的当下， 此案传

递出怎样的信号？ 对公众正确面对

和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又有何意义？

记者采访两位法律专家， 就此进行

解读。

隐瞒行踪遭立案查处

据青海公安官方微信 “青海公

安” 通报， 截至 1 月 31 日 24 时，

西宁市已确诊 9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病例。 其中， 已向社

会公布的确诊病例苟某的病例详情

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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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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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通报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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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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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该罪不必造成后果

在疫情肆虐和全国抗疫的当

下， 此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从披露的情况看， 公安机关

对村民苟某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立案侦查， 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胡

永平律师分析， 苟某明知道武汉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爆发源头

之一， 且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但其种种行为显示， 苟某对自己可

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持

放任态度， 且对自己可能传染给周

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也持

放任态度。

“如果苟某故意隐瞒病情， 并

主动与周边人密切接触， 其行为已

经对周围不特定人群的生命、 健康

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涉嫌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胡永平

解释说， 如若苟某只是疏忽大意，

认为自己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

肺炎， 那么其行为则构成过失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柴永林认

为， 本案中如有证据证明苟某已经

确诊， 或者明知自己可能被型冠状

病毒感染后， 仍向社会不特定的多

数人传播， 对危害结果持积极或者

放任的态度， 则可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特别指出的是， 该罪名为危

险犯 ， 即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危

险， 不必造成危害后果， 就可构成

此罪。” 柴永林说， 若苟某只是拒

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

治法提出的预防、 控制等措施， 造

成引起甲类 （或按甲类管理） 传染

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

为 ， 则可能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

面临三年以上徒刑

据介绍， 根据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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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 故

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 危害公

共安全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 、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定罪处罚。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

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 强制隔离

或者治疗，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

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 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如苟某的行为构罪， 将面临怎

样的处罚？ 柴永林说， 根据刑法规

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如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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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倩 高鑫）

多地出现假冒伪劣口罩 抗疫期间将从重处罚
据 “中新社” 报道， “转了好

几家药店都没有口罩， 无奈只好托

朋友在天津买。” 但当北京市民高

艺璇拿到口罩后 ， 发现 “质量太

差， 像层纸”， 怀疑是假冒伪劣产

品。

高艺璇向记者提供的这款口罩

包装显示， 这是河南省飘安集团有

限公司生产的 “一次性使用口罩”。

记者联系到飘安集团， 工作人员向

记者出示的一份声明称， 公司近日

接到大量相关投诉， 但公司没有生

产这批次口罩， 更从未生产名称为

“一次性使用口罩” 的产品。

这意味着这款口罩不仅价格高

（20 个口罩 100 元人民币 ）， 还是

假的。 高艺璇说， 疫情当前， 无良

商家太过分， 将维权到底。

近日， 国内查获多起口罩制假

售假案。

太原警方协助北京警方 1 日抓

获 2 名销售伪劣口罩的重大犯罪嫌

疑人， 两人销售伪劣口罩 58 万余

只 ， 涉案价值达 600 余万元人民

币。

扬州市公安局 1 日破获了一起

销售伪劣口罩案， 犯罪嫌疑人低价

购进伪劣一次性使用口罩 6 万只，

大幅加价后销售， 涉案金额 6 万余

元人民币。

目前，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

伪劣产品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疫情当前， 中国执法部门多次

强调对制售假冒伪劣药品、 医用卫

生材料等干扰、 影响疫情防控工作

的违法犯罪活动， 将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

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国内生产

的口罩可分为医用和非医用两种，

其中医用口罩生产厂商必须获得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放的生产许

可证。

目前， 所有具备生产资质的厂

商均可在药监局官网进行查询。 民

众在购买口罩时可以输入厂商名称

先行查询确认其是否有生产资质。

针对疫情期间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口罩的行为， 广东德纳 （武汉）

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向记者表

示， 生产假冒伪劣口罩涉嫌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所

规定的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

根据 2011 年颁布的 《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五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典型案例》 以及相

关司法解释， 尚满庆说， 对于在重

大灾害期间以次充好、 废旧回收、

假冒伪劣行为要加重 （升格） 刑事

处罚。

其行为如果造成其他不可逆损

失， 比如涉及公共安全等范畴， 应

该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 属于竞

合犯， 择一重罪处理。

尚满庆表示， 当前正是中国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期， 生产制造假冒伪劣口罩应

当加重处罚。

近日颁布的 《关于在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有

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明确： 对涉及

危害疫情防控工作、 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的犯罪行为 ， 依法从重从严把

握。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岳磆山表示， 疫情期间销售假冒伪

劣口罩， 也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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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从

重处罚。

销售假冒伪劣口罩， 对人体健康

造成了严重危害的， 岳磆山表示， 可

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

如果后果特别严重， 则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

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王庆凯）

疫情来袭企业资金吃紧
律师给中小企业支四招

据 《中国贸易报》 报道， 2020

年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肆虐全国。 中小企业作为

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广泛、 最具活力

的 “细胞”， 在当前疫情中面临巨

大困境， 一旦失守将引发严重的民

生问题。

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功

兵建议， 企业首先要稳定资金， 密

切关注和合理利用疫情期间金融信

贷政策， 保障企业资金流稳定。

资金流是企业得以正常运转的

血液， 但在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的

资金流可能因停产停业而受到严重

影响。

记者了解到， 银保监会于 2 月

1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

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的通知》， 强调金融机构要为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地区、 行业和企业提

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 要加强

制造业、 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等重

点领域信贷支持。

企业应密切关注当地疫情期间

的金融信贷政策， 积极主动与金融

机构沟通对接， 及时向金融机构报

送企业经营财务、 产销状况、 资金

缺口等情况， 同时， 对于企业已近

贷款期满的资金， 争取展期， 以保

障资金流充足稳定， 使企业能顺利

度过疫情难关。

其次， 中小企业应积极、 认真

梳理和分析企业的现况， 从稳定客

户、 降低成本费用、 创新营销模式

等众多方面， 争取开源节流。

除可能的外部资金支持外， 一

方面， 企业应控制所有非必须的现

金支出， 尽可能争取较长的应付账

款的支付周期 ， 适当拉长支付时

间。

另一方面， 控制成本和费用，

系统梳理成本结构， 和供应商积极

沟通， 争取支持， 降低成本， 提高

毛利率。 系统梳理费用结构， 能砍

掉的费用砍掉 ， 能减少的费用减

少。

再次， 稳定员工， 妥善管理疫

情期间的劳动关系 ， 防范用工纠

纷。

受疫情的影响， 企业可能会出

现员工被隔离、 被确诊治疗， 不能

及时返回单位上班等情况。 此时，

企业应做好劳动关系的管理工作，

避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带来法律

风险， 同时也维护好企业正常的人

力资源管理关系。

最后， 做好复工疫情防控， 保

障员工工作安全。 此次疫情预计会

持续数月， 企业应做好复工后的疫

情防控， 做好员工的防护准备， 避

免因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影响

企业的生产经营。 建议企业在复工

后， 做好员工疫情排查工作， 为员

工提供口罩、 手套、 测温仪器、 消

毒药水等防护物资， 加强工作场所

的卫生防疫工作， 做好预防疾病的

宣传工作 ， 提高员工疫情防护知

识， 并畅通与地方政府和医院的沟

通渠道， 防控突发事件。

（钱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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