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

◆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

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　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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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引起的以肺部病变为主的新型传染病患者。随着疫情

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该病毒感

染临床特征是发热、干咳、气促、外周血白细胞一般不高或降

低、胸片有炎症性改变等。世界卫生组织 (WHO) 确认并将其病

原体命名为 2019-nCoV，属于 β 属的新型冠状病毒，2020 年

1月 31 日将其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月 24 日 20：00，贵州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贵州省委、省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贵州实际对疫情防控工作采取

一系列措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扛起疫情防控重大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各项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省司法厅、省法

宣办编印了这本《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希

望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赢

我省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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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须知

1．新型冠状病毒可持续人传人，主要传播途

径为飞沫传播（打喷嚏、咳嗽等）和接触传播（用

接触过病毒的手挖鼻子、揉眼睛等）。

2. 应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

相对封闭、空气流动差的场所，如温泉、影院、网

吧、商场、车站等。

3. 家庭置备体温计、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

N95 口罩）、家用消毒物品等物品。

4. 保持居室整洁，勤开窗，经常通风，定时消

毒。

5. 物体表面可选择二氧化氯等含氯消毒剂或湿

第一部分

疫情防控常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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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擦拭。

6. 喝板蓝根、熏醋等方式，对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均无作用。

7. 抗生素用于治疗细菌感染，对预防病毒感染

无效，反而可能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8. 平衡膳食，均衡营养，适度运动，充分休

息。

9. 做饭时，切割熟食和生食的刀具、案板分

开。肉、蛋类高温彻底煮熟后食用。

10.避免身体抵抗力下降，合理休息、不熬夜、

不过劳。

11. 主动做好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健康监测，自

觉发热时要主动测

量体温。

12. 老人、儿童

等免疫力较低的人

群，更应做好日常

防护，每天量体温。

13. 外 出 时 佩



06

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

戴口罩，尽量减少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口罩使用

方式：（1）鼻夹侧朝上，深色面朝外（或褶皱朝

下）；（2）上下拉开褶皱，使口罩覆盖口、鼻、

下颌；（3）将双手指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

至两边，慢慢向内按压，直至紧贴鼻梁；（4）适

当调整口罩，使口罩周边充分贴合面部。

14. 正确佩戴合格口罩产品，只要戴一个就可

以，多个叠加不能累计效果。

15. 未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患者且外观完好、无

异味或脏污的口罩，回家后可放置于通风干燥处，

以备下次使用。

16. 口罩在变形、弄湿或弄脏导致防护性能降

低时需及时更换。普通人使用过的口罩按生活垃圾

分类要求处理即

可。疑似病例或

其护理人员用过

的口罩，按照医

疗废物处理。

17. 取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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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避免手接触到外层污染面，处理完口罩后清洗

双手。

18.人与人之间接触时，要保持1米以上距离。

19.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

20. 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

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21. 尽量避免前往

售卖活体动物（禽类、

海产品、野生动物等）

的市场。

22. 从公共场所返

回、咳嗽手捂之后、饭

前便后，用洗手液或香

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免洗洗手液。

23.返回家后，立刻更换衣服，衣物尽快清洗。

24. 尽量避免乘坐地铁、公交车等交通工具。

25. 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要定期清

洗和消毒。

26. 保持公共场所内空气流通，保证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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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气扇运转正常，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加强通风

换气。

27. 远距离出行人员，应事先配备口罩、便携

式免洗洗手液、体温计等必要物品。

28.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交通场所和乘坐交通工

具时，要佩戴 KN95/N95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

29. 妥善保留旅行时的公共交通票据信息，以

备查询。

30. 若从疾病流行地区返回，应尽快到所在社

区居民委员会登记并进行医学观察 14天。

二、隔离须知

1. 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

触过的人，应从和患者接触的最后一天起，采取医

学观察 14天。

2. 将隔离者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间，拒绝一切

探访。

3. 限制隔离者的活动，最小化其活动区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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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良好通风。

4. 隔离者的

家庭成员应佩戴

口罩，互相保持

距离，避免近距

离接触。

5. 隔离者每

日至少进行 2 次

体温测定。

6. 尽量减少与家人的密切接触，不得共用牙

刷、衣物、被褥等物品。

7. 推荐使用含氯消毒剂和过氧乙酸消毒剂，每

天频繁清洁、消毒隔离者经常触碰的物品和区域。

8. 将隔离者使用的衣物放入洗衣袋清洗后完全

干燥，不要甩动衣物，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自己的

衣物。

9. 他人进入居家隔离居住空间时，应规范佩戴

KN95/N95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期间不要触碰

和调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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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诊须知

1. 其他疾病，原则上尽可能少去或不去医院，

除非必须立即就医的急症、危重症患者。

2. 如果必须去就医，应就近选择能满足需求

的、门诊量少的医疗机构。

3. 尽可能减少非必要项目，尽可能避开发热门

诊、急诊等诊室。

4. 若需前往医院，尽可能事先网络或电话了解

拟就诊医疗机构情况，做好预约和准备，熟悉医院

科室布局和步骤流程，尽可能减少就诊时间。

5. 接触医院门

把手、门帘、医生

白大衣等物品后，

尽量使用手部消毒

液。

6. 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症状

（如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食量减

少、乏力、精神稍差、恶心呕吐、腹泻、头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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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 结 膜 炎、

轻度四肢或腰

背部肌肉酸痛

等 症 状）， 应

根据病情及时

就医。

7. 感 染 者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和在医院内，患者与陪同家属均

应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 口罩。

8. 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

打开车窗。

9. 时刻佩戴口罩和随时保持手卫生。在路上和

医院时，尽可能远离其他人。

10. 若途中污染了交通工具，应使用含氯消毒

剂或过氧乙酸消毒剂，对所有被呼吸道分泌物或体

液污染的表面进行消毒。

11. 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相关疾病流行地区的

的旅行居住史，以及发病后接触过什么人，配合开

展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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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延后房贷、信用卡等还款期限

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 2 月 1 日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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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对因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

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

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

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

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

的人群，金融机构要在

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

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第二部分

疫情防控政策篇



13

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

二、因疫情未能及时还款不纳入征信失信记录

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

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要合理调整逾期信用记录报送，因疫情影响未能及

时还款的，经接入机构认定，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

作逾期记录报送，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对受疫情

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可依调整后

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三、疫情期间养老金正常发放

人社部办公厅 1 月 30 日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 期 间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工 作 的

通知》中明确规

定，各级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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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所属社保经办机构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与财政、金融机构等部门和单

位协商，探索通过网上受理、初审待遇申领，按月

预发养老保险待遇，确保参保人权益。对于领取待

遇人员未按期办理资格认证的，不暂停待遇的发

放。对于未能及时办理新增退休人员申报的，经审

核后，自审核次月起补发养老金。

四、允许参保企业和个人延期办理社保业务

人社部办公厅 1 月 30 日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

办工作的通知》明确：因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逾

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缴费等业务，经办机构应及

时受理。对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 2020 年一次

性补缴或定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放宽时限要求，未能

及时办理参保缴费的，允许疫情结束后补办，并在

系统内标识。逾期办理缴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

益记录，补办手续应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完成。



15

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

五、医护人员的相关特殊政策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

知》明确，对于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

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

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

天 300 元予以补助；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其他医务

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 200 元

予以补助。

六、疫情防控相关财税、金融政策

1. 对确诊患者个人负担费用实行财政兜底，中

央财政补助 60%。

2.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可享受工伤待遇保

障政策；一线医疗卫生人员，中央财政给予定额临

时性工作补助，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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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的

政府采购，简化审批程序，

打通物资供应的“绿色通

道”。

4. 鼓励企业保质保量增

加紧缺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

生产，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

医疗防控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5. 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给予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等税费的优惠。

6. 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给予税费优

惠，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底税额，增加企业现金

流。

7. 人民银行设立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实施

优惠贷款利率，采取名单制管理，列入名单的企业

主要是生产疫情防控的重点医用和生活物资的重点

企业。

8. 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的金融支持，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降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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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融资成本。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

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七、疫情期间六类经营场所关停

1 月 30 日，为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规避交

叉感染风险，贵州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各

类营业场所监管的通知》明确以下六类营业场所严

格落实关停措施，恢复营业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

行通知。

1. 文化、体育和娱乐场所。包括影剧院、体育

馆、游泳馆、健美健身房、歌舞厅、KTV、网吧、

电子游戏室、台球室、游乐园、棋牌室及其它娱乐

休闲场所。 

2. 居民服务场所。包括美容、洗浴、保健（减

肥、按摩、足疗、汗蒸）等场所。

3. 餐饮场所。包括酒吧、咖啡馆、茶馆、餐饮

夜市、农家乐和 75 座以上（含 75 座）的餐馆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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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务场所。

4. 旅游场所。包括旅行社、公园和游览景区。

5. 市场交易场所。包括活禽交易市场、牲畜交

易市场、花鸟市场、农村赶集市场，以及除食品、

农产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批发市场。

6. 校外培训场所。

八、疫情期间两类人暂不用到岗上班

以下两类人员，报经单位同意，可暂不用到岗

上班：1. 目前滞留在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职工暂

不用返黔到岗，但须提前向单位报备登记。待疫情

形势平稳、管控措施解除后，听候单位通知返黔。

2. 春节期间从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返黔、或确认与

武汉籍人员及相关人员直接接触，以及近期出现发

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职工，应第一时间向单位报备

登记，并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以上，必要时及时到

定点救治医院就诊；观察期结束符合解除标准的，

再回单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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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企业复工后应做好的日常管理工作

企业复工后，在疫情解除前应当做好以下工

作：( 一 ) 严格按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措

施，开展日常工作；( 二 ) 做好返乡员工的登记工

作，发现有需要上报的情况，如返乡员工途经湖北

等，必须及时上报；( 三 ) 督促员工在办公场所、其

他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倡导员工勤洗手，避免在人

群密集场所聚集；( 四 ) 告知员工尽量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通勤；( 五 ) 提倡自带饭菜，各自自行用

餐，避免集中用餐和外出聚餐；( 六 ) 进行员工日常

体温监测，发现异

常，及时安排就医；

( 七 ) 配备消毒设施

设备，对办公场所经

常消毒；( 八 ) 做好

疫情报告工作，发现

疑似病情，出现员工

拒绝就医或配合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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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治疗等情况，应立即向疾病控制机构或公安机关

报告；( 九 ) 日常公布准确的疫情信息、宣传防控手

段，告知员工不信谣、不传谣。

十、疫情期间开通“阳光校园·空中黔课”

1 月 27 日，贵州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紧急通知》，推迟各级各类

学校（高校、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等，含公

办、民办）春季学期开学。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

通过广电网络开播“阳光校园·空中黔课”，利用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开展教育教学

和疫情防控宣传，实现延迟开学期间“离校不离

教，停课不停学”，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中小学教

育教学的影响。贵州“阳光校园·空中黔课”由省

教育厅统一部署，制定全省统一课表、统一教学进

度、统一教学要求，高三年级从 2 月 3 日起开课，

初三年级从 2 月 10 日起开课，高一、高二年级从

2 月 17 日起开课，义务教育阶段 1 至 8 年级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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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起开课。初三、高三年级采取专题授课方

式，其余年级按 2020 年春季学期课程计划进行，

授课内容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不受教材版本限制。

各学科课程教学资源则是在省教育厅的统筹指导

下，由贵阳市教育局在全市遴选部分中小学校优质

师资团队提供，省广电网络公司统一录制。

十一、个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医疗保障

1 月 21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对确诊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采取特殊报销政

策。一是将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部

临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二是保证及时支付患

者费用，发挥医疗救助资金的兜底保障作用。对异

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报销不再执行异地转外

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定，减少患者流动带来的传染

风险。三是对集中收治的医院，医保部门将预付资

金减轻医院垫付压力，患者医疗费用不再纳入医院

总额预算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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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及单位的义务

1. 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义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

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

提供有关情况”。

2. 服从防控部门安排指挥的义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突

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

第三部分

疫情防控法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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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

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3. 财产征用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十二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

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

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4. 财产损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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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三）封闭

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

品以及相关物品；（四）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

物、家畜家禽……”

5. 人员调集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传染病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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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

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

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6. 疏散、隔离、封锁的义务。《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根据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

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

施、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并

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第四十四条规

定：“在突发事件中需要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

措施的病人、疑似病人和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在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学措施时应

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

制执行。”

7. 人身活动范围限制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传染

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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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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1）限

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

活动；（2）停工、停业、停课……（5）封闭可能

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

二、劳动者及企业权益保障

1. 劳动者被隔离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

动合同。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患者被隔离期间属于

《劳动合同法》第 42 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不得因劳动合同到期而终

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劳动者被解除隔

离情形时终止。

2. 劳动者被确诊隔离后的工资发放标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明

确规定：“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

能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关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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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部发〔1995〕309 号）第 59 条规定：“职工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

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

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

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被确诊患

者在“隔离观察期间”应视为一种“治疗期间”，

工作待遇原则上按照病假进行处理，由用人单位依

法支付病假工资。病假工资一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

准的 80%。

3. 企业停工、停产或劳动者返工迟延期间的

工资待遇。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

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

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

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

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按照该

条规定，停工、停产在一个月内 ( 大部分工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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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支付周期 )，

用人单位仍应按

工资标准支付延

迟 期 间 的 劳 动

者工资。超过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若劳动者提

供了正常劳动，

企业支付的工资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

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市

（州）规定的办法执行。根据相关规定，春节法定

假期期间（1 月 25 日—27 日），因疫情防控不能

休假的职工，应根据劳动法规定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春节调休假期和国家延长假期

期间，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应根据劳动法

规定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在延迟

复工期间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0 年 2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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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支付，参照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

关规定执行。不受延迟复工命令限制的企业，安排

职工工作的，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4. 被隔离过或者感染过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不

得歧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应当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

道德。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国家和

社会应当关心、帮助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

似传染病病人，使其得到及时救治。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

病人。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

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

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5. 医护及相关人员因履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算工伤。根

据相关规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

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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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6. 受疫情影响，劳动者无法在法定期限内主张

权利的，仲裁时效中止。根据相关规定，因受疫情

影响造成当事人不能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申请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

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因受疫情

影响导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难以按法定时限审

理案件的，可相应顺延审理期限。

7. 企业对于返工迟延的处理办法。根据相关

规定，对于因疫情未及时返岗复工的职工，经与职

工协商一致，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带薪年休

假，劳动者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

的工资收入。执行工作任务的出差劳动者，因疫情

未能及时返回期间的工资待遇由所属企业按正常工

作期间工资支付。

8.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处理

方法。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

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劳动者协商一致采取调整

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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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

定享受稳岗补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以向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按

照生产经营需要，实行轮岗调休。

三、国家机关疫情防控职责

1.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疫情防控中

的职责。一是组织动员。完善有关制度，方便单位

和个人参与防治传染病的宣传教育、疫情报告、志

愿服务和捐赠活动。二是健康教育。组织开展群众

性卫生活动，进行预防传染病的健康教育，倡导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防治意识

和应对能力。组织开展有关传染病防治应急知识的

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应急演练。三是卫生治理。

加强环境卫生建设，消除鼠害和蚊、蝇等病媒生物

的危害。四是设施建设。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

卫生设施，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对污水、污物、

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置。五是编制预案。根据有关法



31

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

律、 法 规、 规

章、上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的应急预

案以及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突

发事件应急预

案。 六 是 物 资

储 备。 建立处

理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发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根据应急处理工作需要调用储备物资，

卫生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要及时补充。七是群防群

治。组织力量，团结协作，群防群治，协助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

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

措施的落实工作，向居民、村民宣传传染病防治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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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防控工作的监督

管理职责。 《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

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

检查；（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传

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三）对采供血机构

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四）对用于传染病

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五）对传染

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藏、携

带、运输、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六）对公共场所

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

行监督检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组织对传染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传染病防治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被检查单位

和传染病疫情发生现场调查取证，查阅或者复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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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资料和采集样本。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不得拒绝、阻挠。《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时，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

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

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取封闭公

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

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

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

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解除

控制措施。 

3.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采取的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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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限制或者停止

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

停业、停课 ; 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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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 ; 控制或者扑杀

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 ; 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

散的场所”。     

四、疫情防控相关法律责任

1. 散布谣言的法律责任。对于散布谣言需要

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分为三种责任：一是民事责

任。 如果散布的谣言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后果，

依据《民法总则》第 179 条：“承担民事责任的

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八）赔偿损

失……（十）

消 除 影 响、

恢 复 名 誉；

（十一）赔礼

道歉。法律规

定惩罚性赔偿

的，依照其规

定。”二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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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责任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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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刑事责任。依据《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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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编造、故意传播疫情等的法律责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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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条第一款规定：“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

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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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3. 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法律责任。根据国

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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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重的可处 5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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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条规定：“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

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

抬物价、牟取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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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依法从重处罚。” 

4. 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的法律责

任。已经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拒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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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配合隔离治疗，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可以按

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根据《关于办理



37

贵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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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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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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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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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5. 疫情期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的法律责任。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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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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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

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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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疫情期间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

的法律责任。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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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规定：“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

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生产用于防治传染病的不符合

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用于防治传染病的

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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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不具有防护、救治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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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从重处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系前款规定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

并有偿使用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

罪，依法从重处罚。”

7. 故意隐瞒信息导致疫情传播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

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

播、流行，给他人

人身、财产造成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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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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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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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利用疫情灾害诈骗公私财物的法律责任。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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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条规定：“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

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预防、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用品的名义，诈骗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的，依照刑法有关诈骗罪的规定定罪，依法从

重处罚。”

9. 假借疫情灾害发布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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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

国家规定，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的名义，利用广告对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

宣传，致使多人上当受骗，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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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

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10.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防控人员履职的法

律责任。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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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突

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

隔离、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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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未履行报告职责的法律

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未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

病疫情，或者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未及时组织

救治、采取控制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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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12. 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防控不力的法

律责任。在预

防、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工作中，负有组织、协调、指

挥、灾害调查、控制、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

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

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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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规定：“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

间，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

员，或者在受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代表政府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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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

虽未列入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但在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行使职权时，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传染病传播或

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条的规

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13. 挪用救灾物资的法律责任。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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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第二

款：“挪用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的救灾、优抚、救济等款物，构成犯罪的，对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以挪

用特定款物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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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患者家属殴打医生被刑事拘留

【案情简介】2020 年 1 月 30 日 0 时许，

武汉硚口区公安分局接到市四医院报警称：“医院

12 楼有病人家属打医院护士”。分局调派民警赶赴

现场。民警进入隔离病区，将打人者柯某带离现场

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经查：柯某的岳父因新冠病毒

于当日在医院去世，柯某情绪激动，抓扯并殴打医

生头部和颈部，医生的口罩、防护服也被扯坏，扰

乱了医院正常秩序。目前，硚口警方已刑事立案，

依法对柯某刑事拘留。

【案例分析】柯某殴打医生的行为将承担如

第四部分

疫情防控案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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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刑事责任：其一，柯某的殴打行为如果致医生轻

伤或者重伤，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

规定，将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其二，若只造成轻微伤，其

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行为，涉嫌寻

衅滋事，将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案例 2：药店哄抬价格、牟取暴利被处罚
300 万元

【案情简介】2020 年 1 月 29 日，海南文

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海南一九堂药品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及其 28 家分店涉嫌哄抬口罩价格问题进行

立案调查。经查，当事人自 1 月 21 日起，在进货

成本无变化前提下，借疫情大幅提高各类口罩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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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提价幅度为 50% 至 433%，购销差额由 1.8

倍提高至 22.6 倍。经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告诫，当

事人仍未停止其哄抬价格行为，而且采取手段逃避

监管，影响恶劣，情节较重。因此，文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

从重作出 300 万元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分析】根据法律的规定，新型冠状病

毒所引起的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国家

有权打击在疫情防控期间可能引起市场秩序混乱的

投机行为，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哄抬物价的，有

关部门可以对其给与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十二条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案例 3：娱乐场所拒不执行政府管控通告
被处罚

【 案 情 简 介】自 2020 年 1 月 24 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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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1月 26 日，兴义市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对部分公共场所和公告活动实行管控的通告》。

1 月 30 日晚，兴义市公安局发现兴义市富兴一街

某娱乐场所仍在经营，40 余名客人正在聚集饮酒，

民警立即将娱乐场所法定代表人申某某传唤至丰都

派出所接受调查。经查，申某某在明知政府已经下

达通告的情况下，出于侥幸心理，不顾疫情形势，

无视通告规定，其经营的娱乐场所仍然正常营业，

兴义市公安局依法对申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案例分析】案例中，在省政府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兴义市政府发布管控通知

后，申某某继续经营其名下娱乐场所，拒绝执行政

府发布的管控通告，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将被处以拘留、并

处或者单处罚款的处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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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隐瞒途经武汉，密切接触 130 人
的法律后果

【案情简介】2020 年 1月 31 日，侯某被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其故意隐瞒于

1 月 18 日途经武汉汉口返回雅安的事实，并在此

期间多次在外活动密切接触群众达一百余人，且在

天全县人民医院主诊医生和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多

次询问是否有武汉、湖北等地居住和旅游史的情况

下，侯某仍然否认，导致 30 多名医护人员与其密

切接触。

【案例分析】侯某故意隐

瞒自己有武汉接触史并导致 130

余人与其密切接触的行为应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规定予以拘留、罚款等行政

处罚。现相关部门已经对侯某进行

专项侦查，如侯某瞒报自己传染病

疫情的行为导致疫情扩大，致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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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或感染后死亡，其行为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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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案例 5：编造、故意传播疫情谣言被刑事
拘留

【案情简介】2020 年 2 月 5 日，警方接市

民举报，称在微信群内发现有人捏造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谣言：“燕山街已经死人了，

长沙第一例死亡。”接到报警后，警方当晚将造谣

嫌疑人彭某抓获。现已查明，2 月 5 日，彭某在某

微信群（群成员 148 名）编造散布上述谣言，随

后，又将未经证实、毫不相干的两段视频转发至群

内进行佐证。该谣言随后被大量转发，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警方通过调查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燕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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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没有发生肺炎疫情死亡病例，且彭某所发两段

视频防疫工作人员服装颜色、工作地点明显不同，

彭某对自己捏造事实造谣传谣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

讳。目前，警方依法对彭某予以刑事拘留，该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案例分析】该微信用户彭某编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致人死亡的虚假信息，在微信群中散布，

并将未经证实、毫不相干的两段视频转发至群内进

行佐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已经涉嫌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信息罪。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款

案例 6：驾车冲闯疫情防控点妨害公务
被处罚

【案情简介】2020 年 1 月 28 日下午，岑巩

县交警部门在当地新兴上大桥疫情防控点对过往车

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过程中，一辆湖南籍面包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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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高速下站后驶入卡点后，面包车司机拒不配合

交警指挥，强行冲关逃离。经执勤民警通报指挥中

心，在多种警力的协助下，将该车拦截。经查，该

车准备从玉屏高速下站前往岑巩县大有镇，司机李

某曾在疫区活动，存在携带病毒风险。现李某已由

卫健部门按疫情防控规范进行隔离观察，待隔离期

结束后将由岑巩县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案例分析】岑巩县交警部门根据法律规

定，设卡对车辆进行检查，属依法履行公务的行

为。李某拒不配合公安交警部门的疫情防控检测，

驾车强行冲闯关卡，经多种警力协助才将其拦截，

如果查实李某携带有新型冠状肺

炎病毒，其强行冲关后造成病毒

传播或存在传播危险，则可视为

情节严重，将追究其妨害公务罪

的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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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案例 7：泄露个人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的法律后果

【案情简介】1 月 26 日据网友爆料，多地

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有网友

称，泄露的信息是专门的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表格

（来源不详），里面有姓名、家庭住址、电话、身

份证号码、返回车次，甚至高考成绩等信息，表格

在各个老乡群和小区群里传播，自己认识的很多同

学都遭到了信息泄露，甚至被陌生人通过电话、微

信骚扰。受影响的网友呼吁有关部门进行调查，重

视公民隐私信息安全。

【案例分析】泄露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属于违

法行为，不仅损害了个人利益，而且容易导致地区

性歧视性待遇，乃至影响到公共安全及稳定。在抗

击冠毒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对于一些敏感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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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发生不良反应的信息，尤其是一些接触到信息

的国家工作人员或从事公务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

信息保密和相关控制信息的规定，不得将这些信息

使用微信等媒介传播到社会，造成不良甚至严重后

果的，将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法律依据】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

《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五项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案例 8：拒不服从居家隔离观察的法律后果

【案情简介】2020 年 2 月 2 日，贵州省安

顺市西秀区朱某某拒不配合居家隔离、擅自外出，

被实施强制隔离措施，进行医学观察。经查：朱某

某是湖北孝感人，在安顺从事袜子批发生意多年。

1 月 24 日，朱某某回湖北孝感过年，因武汉“封

城”, 就由湖北返回到安顺。西秀区南街办事处及

时对其进行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并要求其进行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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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 14 天，2 月 1 日，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家

门上被贴上了“居家观察户”，2 月 2 日上午，工

作人员告知其在家不能外出，进行隔离观察。下

午 2 点联系不上朱某某，工作人员就联系辖区派出

所及社区干部、安监站、应急处置组的成员对其进

行入户调查，调查发现居家观察户的封条已经被撕

毁。最终，朱某某因拒不配合居家隔离、擅自外出

被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案例分析】

朱某某在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期间，违反疫

情防控期间居家隔离观察的有关规定，拒不配合、

擅自外出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将由当地派出所配合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对朱某某强制执

行定点隔离，进行医学观察，

若朱某某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

毒，拒不配合隔离要求，故意或

过失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危害公共

安全的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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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法律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

《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

灾害的刑事案件的解释》第一条

案例 9：自称“有门道”卖口罩诈骗网友
被处罚

【案情简介】2020 年 1 月 27 日，受害人

曾某急需一批口罩寄往武汉，在朋友圈发送了她需

要购买口罩的信息，一名周姓男子通过看到此信息

后，就和受害人曾某联系，并声称自己的母亲是花

溪职工医院负责采购的负责人，可以大批量购买到

这种口罩。于是，受害人曾某与周某谈好价钱，一

元一个口罩，需要购买一万个口罩，受害人曾某先

打了5000元定金给周某，尾款待收到口罩后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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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周某谎称口罩即将发运送，让受害人

将尾款转给他，收到受害人曾某的款项后，周某随

即消失。目前周某已被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公安分

局抓获。

【案例分析】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其母亲是花溪职工医院负责采购的负责人且能够购

买口罩的事实，骗取受害人曾某 10520 元的行为，

已涉嫌诈骗罪。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案例 10：不戴口罩进入商场被处罚

【 案 情 简 介】2020 年 2 月 1 日 16 时 40

分，贵阳市亨特国际城市广场陆某（女，29 岁，

江苏姜堰人）不佩戴防护口罩的情况下进入贵阳亨

特商场。商场工作人员发现陆某未佩戴口罩后及时

对其进行劝告，并向陆某提供口罩，要求其佩戴。

陆某拒不佩戴口罩，并强行进入商场、大吵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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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工作人员进行辱

骂、殴打，致使亨特

国际城市广场内人

员聚集，造成恶劣的

影响。当天，陆某被

民警带至派出所调查

后，医生对陆某进行

测量体温等检查，没发现陆某有发热、感冒、咳嗽

等症状。2020 年 2 月 2 日，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

人陆某作出行政拘留 8日的处罚。

【案例分析】疫情期间这名女子拒绝佩戴口

罩与商场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引发人员聚集，扰乱公

共秩序。警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对其行政拘留。如果未按规定戴口罩故意传播病

毒，则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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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贵州省 100 名律师线上解答疫情

防控法律问题律所律师信息

一　政府服务

惩戒委

朱浩兴 贵州弛宇律师事务所 13809419954

汪晓迅 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 13985012830

行专委

汪囯庆 贵州匠心律师事务所 13765062436

刘忠华 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 15902622131

李志刚 贵州正哲律师事务所 13985406668

张柱都 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 13595141543

冉光杰 贵正律师事务所 15985162353

夏勋余 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 15285170533

青工委

黄木兰 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 14785442046

杨伟民 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 13985539232

罗　明 贵州驰辰律师事务所 17708518000

禹龙国 贵州匠心律师事务所 1360851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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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林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8798886763

傅　舒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15108501413

大数据委

刘云飞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595009030

路其晗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15519585886

佘雨航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13595139886

邵　筱 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 18685199142

二　民营企业

房专委

胡　昂 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 15180824214

刘凡勇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13765113547

潘开辉 贵州秉尚律师事务所 13608510778

王乾應 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 13639113199

王　健 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 13985435512

杨从财 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 15285924370

财税委

齐志军 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 17784803986

杨林兰 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 15985131794

毕　驰 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 13809417003

谭　琪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58850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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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委

杨　波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985141670

罗晟桐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8623531801

张振华 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 13037867981

赵　军 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 13668517663

破重委

邓成军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885015355

戴　菲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985589464

唐仲尼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13885111555

耿　斌 北京市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 13985501575

知专委

程　庚 贵州秉尚律师事务所 18984862950

王　军 贵州商同律师事务所 13678512580

张佳佳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15208514500

三　村居法律服务

民专委

杨云蕾 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 18185305566

陇　康 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 18608572222

吴　勇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15808502968

彭栋衡 贵州跃华律师事务所 13339618369

陈万莉 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 1898519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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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委

郑世红 囯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511929990

倪　伟 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 13385529870

蔡可青 贵州润澜律师事务所 13765047373

姚其志 贵州润澜律师事务所 18985023281

女工委

陈春艳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18096062029

欧阳宇彤 北京大成（贵阳）事务所 18185127545

陈彦行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5608505332

陶　敏 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 13398512129 

龙海燕 贵州简曦律师事务所 13595182797

桂　艳 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 13885185333

四　刑事辩护

刑专委

申　鹏 靖霖（贵阳）律师事务所 13608518878

刘应奎 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 18585629933

李　俊 贵州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13985058137

李　龙 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 13985012637

葛河泉 贵州黔锋律师事务所 13908520817

孟天明 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 13885788350

尹　姮 贵州齐之越律师事务所 1376582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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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律援助

法援委

李银红 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 15685519998

严良芹 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 18985191458

李　俊 贵州康卓律师事务所 13885057548

陈　忠 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 15685123777

张格彬 贵州奔达律师事务所 13595339776

六　仲裁事务

仲裁委

石陶然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 13885138199

翟　军 贵州崇实律师事务所 13595043797

七　劳动用工

劳专委

李　娜 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 18785173967 

舒宏䘵 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 18585226591

余忠明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985133677

田　莉 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 13595131774

涉法涉诉委

邱　刚 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 13608534636

王开春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1376513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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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未成年人保护

未保委

李国胜 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 18608510707

彭华锋 北京炜衡（贵阳）律师事务所 15285569705

贾　明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 13984179998

代　兰 贵州铭和律师事务所 13329600230

九　各市（州）法律咨询

遵义市

张　明 贵州港丰律师事务所 15934699860

黎成祥 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 18085237501

赵　伟 贵州悠南律师事务所 18585220753

胡双林 贵州法渡源律师事务所 18786866598

周　涛 贵州牧心律师事务所 13639266501

安顺市

杨　澜 贵州巨人律师事务所 13765391587

王　宸 贵州朗智律师事务所 13885339133

杨丽华 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 13985722772

马　微 贵州上运潇荣律师 13508531333

汪　敏 贵州联通（关岭）律师事务所 18208533457

六盘水市

夏生荣 贵州贵达（六盘水）律师事务所 1398538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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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显能 贵州屋脊律师事务所 13885858771

毕节市

张　競 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 18908575157

张　菘 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 15285725956

铜仁市

丰　栋 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 13985856664

熊　莉 贵州邦宇律师事务所 13885659505

黔南州

郭成皋 贵州匡大律师事务所 13688549006

李香琪 贵州东阳律师事务所 18286468866

黔东南州

杨成铭 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 18785541456

舒　超 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 13628555266

黔西南州

周洪斌 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 18685960001

付光禄 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 13116390650

（贵州省律师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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