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病时期的 
诚信与法治 



（一）典型失信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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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瞒报信息 

3月11号，郭某鹏从境外返回郑州后不仅隐瞒境外旅居史，而且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

除单位以外还到过多处公共场所，激起舆论巨大声浪。直接导致整个郑州城再次进入隔离状态，

可谓是“一个人扰乱一座城”！ 

案例01： 

2020年1月14日，家住徐州市的张某从武汉返徐后出现发热症状并 前往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

在徐州市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后，张某隐瞒到过疫区并有发热的情况，仍在2020年1月18日前往市区参加聚餐。

1月23日张某发热加重并伴有咳嗽，被家人送往市医院治疗，经确诊为新冠肺炎。1月24日，参

与聚餐的相关人员和张某的家人被采取医学隔离观察，其中张某的同学李某、和戴某出现发热、

咳喘症状，经确诊为新冠肺炎。 

案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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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

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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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

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法条小贴士： 



2、拒不隔离 

 

国内一则“外籍慢跑女”拒不执行隔离命令，并辱骂社区工

作人员的视频引爆了舆论热点。3月15日15时许，北京朝阳

区公安局接到报警，报警称有一女子拒不配合社区防疫人员

的防疫工作，并多次对防疫人员恶语相加，导致社区防疫陷

入困难。后该名女子不仅被勒令限期离境，还被公司辞退。

而可笑的是，此女竟列出一项清单要求祖国赔她钱？ 

 

案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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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三以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放
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已经确诊或者疑
似病人违背法定义务，拒绝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的，属于希望或者放任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危害公共安全，对此，依法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论处。 
其他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法提出的防控措施，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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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条小贴士： 



3、造谣传谣 

 

疫情期间，周某为取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我刚从湖北武汉

来的，要来祸害别人”的小视频，该视频迅速在网上热传，

不少网友表示担忧，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感情，造成社会恶

劣影响。周某声称拍摄视频“纯属好玩和娱乐”，后警方依

法对违法行为人周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 

 

案例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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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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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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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条小贴士： 



4、暴力伤医 

 

4月1日7时20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嘉禾院区住院部一楼

隔离病区（以下简称“市八医院”），有一名外籍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不配合治疗，并将一女护士推倒在地殴打并咬伤脸

部。截至报道时，涉案嫌疑人目前正在警方监管下隔离治疗，

待其治疗结束，警方将立即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案例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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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五十七条 医疗卫生人员

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

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

造成医院医疗秩序严重混乱，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医务

人员的身体，造成医务人员轻伤以上的，构成故意伤害罪。 

法条小贴士： 



5、哄抬物价 

谢某以人民币约5元/盒的价格购入一批一次性使用无纺布口罩，涨

至21元/盒至198元/盒不等的价格对外销售，累计售出1千9百余盒，

销售金额17万余元，违法所得16万余元。最后谢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万元。倒赔一万，还要坐牢，何苦呢？ 

案例06： 

北京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区第五十五分店，因大幅提

高口罩售价，被处以300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也是疫情防控以来北京

市监管部门开出的首张重磅罚单。当时我就震惊了！ 

案例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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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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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同时，按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

元以下的罚款。 

法条小贴士： 



6、知假卖假 

3月2日泰国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己所购买的口罩图片，图片中的口罩薄如一层纱，连透

光度都可以达到90%，放在手上清晰可见手掌纹路，基本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不少网友在看见

这张图片后，都纷纷戏称这口罩薄的还不如火锅店的猪肉片 

案例08： 

4月29日，菏泽市一名非法经营者被发现销售假冒品牌口罩，违法所得共计40元，最后结果却被

行政处罚付出了8000元罚款的代价。 

案例09： 

13 



1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灾害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
健康的国家、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单独或结伙以医用口罩的名义生产或对
外销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同时，根据国务院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经营者还面临相应的行政处
罚。 

法条小贴士： 



7、借疫诈骗 

近日另一起口罩诈骗案，嫌疑人居然是某十八线男星？！此人是乐华娱乐旗下艺人黄智博，在

疫情防控期间发现群众急需口罩等防护装备，遂以出售口罩为名通过网络诱骗他人购买进而骗

取钱财的犯罪事实，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口罩可供出售，最后被发现。 

案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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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借疫诈骗 

2月13日，明港公安分局接到辖区居民何某报案：称自己投资理财被骗37万元。但警察发现疫情

期间，何某银行流水异常，有大量资金流入报案人何某的账户，当侦查员向其询问资金来源时，

何某总是含糊其辞，拒绝配合调查。侦查员感觉事情蹊跷，立即将该案情况上报市局反诈中心，

最后摸清了何某利用疫情在微信朋友圈和社交群内发布虚假贩卖医用口罩和测温计收取货款后，

又用收取的货款在网上进行投资理财被骗的犯罪事实，当即拘留！ 

案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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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

销售疫情防控物品的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严重的

可能被判无期徒刑。 

法条小贴士： 



8、妨害公务 

 

2月3日，山东省邓某某出入其工作的某食品公司时，因拒

不佩戴口罩，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有关措施，与该公司疫情

防控人员发生争执，随后对疫情防控人员进行殴打，在公

安机关出警民警到达现场后，邓某某仍拒不执行，并殴打

出警民警。当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检察院对邓某某

涉嫌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案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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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构成故

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依法应受到严惩。 

法条小贴士： 



（二）典型非失信不违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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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典型的不可抗力主要有以下两类： 
 

（1）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我国立法和学术界认同的最典型的不可抗力现象，具体包
括地震、海啸、台风、洪水、泥石流等。但需注意，并非一切自然灾害都能作为不可
抗力而成为免责理由，一些轻微的、并未给当事人的义务履行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
害，不构成不可抗力。 
 

（2）社会异常事件。社会异常事件既不是自然灾害，亦非政府行为，而是社会中团体
政治行为引致的事件，如战争、武斗冲突、罢工、劳动力缺乏、骚乱、暴动等，这些
事件对发动者或制造者而言是能预见与避免的，而对私法行为的当事人而言则是既不
能预见也不能避免与克服的。疫病流行一般算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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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可抗力 

2002年12月，黄杏初因感冒经几番就诊不愈，16日晚上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第二天病情加

剧，呼吸困难，又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经一周治疗后病情缓解。同时，河源市人民医院因

为与黄杏初接触过的11人被确诊遭到感染，其中有8名医护人员。事后，医学界才查明致病源为

SARS病毒，此病被称为非典型性肺炎，黄杏初被称为中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人。那么，被感染人

员可否要求医院因未对黄杏初采取特别防护措施而造成感染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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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

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

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

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条小贴士： 



1、不可抗力 

2020年1月20日，上海甲商场与武汉乙工厂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工厂于1月27日将一批货物送

到上海商场，每迟延一天赔付违约金1万元，迟延一周则可由商场方解除合同。但1月23日，武

汉市政府突然发布交通管制通告，送货车辆无法通行，货物未能如期送达。那么上海商场可否

解除合同？可否追究武汉工厂的违约责任？ 

案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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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条小贴士： 



2、情势变更 

 

2020年1月20日，上海甲商场与山西某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约定运输公司于15日将一批

货物送到上海商场，每迟延一天赔付违约金1万元，迟延一周则可由商场方解除合同。但1月底

日，多地政府突然发布交通管制通告，送货车辆需要多方绕行，导致货物运输成本剧增。那么

运输公司可否要求提高运费或者解除合同？若双方达不成一致，商场可否追究运输公司的违约

责任？ 

 

案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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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

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

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

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法条小贴士： 



3、受害人承诺 

 

2020年4月23日，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首批新冠疫苗临床试验，有两位志愿者

接受了疫苗注射，其中一人是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的微生物学博士后伊莉莎·格拉纳托，她是第

一个接受注射的人。随后，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篇文章，宣称格拉纳托在接受疫苗注射后不

久就去世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名医学记者为此辟谣，格拉纳托并没有去世，他已与她

通话。格拉纳托也亲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没有什么事情比早上一起来看到宣布自己已经

死亡的假文章更奇怪的了。各位，我很好。”那么，假如志愿者真的因此去世或者身体受到伤

害，是否可以向牛津大学索赔？ 

 

案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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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生活行为 

 

2020年春，在严峻疫情下，部分地区更加严格的管

控出台，网络上传出一段视频，一家三口在家打麻

将被举报，结果冲进来一群“红袖章”，二话不说

便砸，而在市民辩解之时，更被拖出去殴打，麻将

桌更被砸翻捣毁。被打男子最后弱弱地问道：“那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可以吗？” 

 

案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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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时期的
诚信与法治
疑难问题 



（一）以命换命问题 

 

据卫报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27日前死亡的647例确诊病例中，超过三

分之二（69%）的病例年龄在75岁以上。4月7日，英媒报道称英国多地养老院及诊所向患者发放

“放弃急救同意书”，以此要求患者承诺，若感染新冠病毒，病情恶化时不会叫救护车，收到

同意书的患者均为年迈且体弱者。一名收到同意书的老人称，同意书就像给自己判了死刑。同

意书最后还写着一行字：“我们没有抛弃你，但我们也得现实点。”根据《电讯报》3月14日报

道，由于意大利病人数量远远超过收治能力，当地文件表示，紧急情况下，年龄超过八十岁或

者共病指数（即病人其他疾病状况指标）超过5的病人，不能收入重症监护。瑞士也出台了相关

文件，明确下列人员染疫后医院将不再进行重症监护治疗：（1）年龄80岁以上不再治疗；（2）

年龄60- 80岁之间的，有1- 2种以上基础病的不再治疗；（3）以上两类人员已经入住ICU重症

病房治疗的，自文件生效起中断治疗，拔管让病人离开ICU病房。 

那么，这样的规定，是否违背了道德与法律原则？ 

案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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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命换命问题 

 

甲乙两个人遇到海难，他们都不会游泳，只有一块能支撑一个人漂浮的木板。乙死死抱着木板

不撒手，甲快要被淹死时拼尽全力把乙从木板上推入了水中。于是乙被淹死，而甲抱着这块木

板幸存了。道德的困境在于： 

在甲乙两人必须死掉一个人的情况下，甲的行为是否是犯罪？如果乙抱着木板，甲就不可能存

活，那么乙的行为不是也可以说是在置甲于死地吗？那么甲把乙推入水中的行为也只是一种正

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做法吗？ 

 

案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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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险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

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紧急采取的避险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

八十二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

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

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法条小贴士： 



（一）以命换命问题 

 

甲、乙、丙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表

现，挖开洞口需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

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对应否付诸实行，他们征求了救助人员

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其后通讯中断，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乙、

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 

乙、丙能否以紧急避险为就杀人罪指控提出抗辩？ 

 

案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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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急救助问题 

 

武汉民间中医张胜兵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网诊大约2000例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主

要通过微信、看舌苔、临床症状，给患者开具中药处方，患者大部分是武汉的，没有收取任何

费用。就此，湖北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发布了调查报告，认为张胜兵涉嫌违反《互联网诊疗

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即其所注册机构未取得互联网诊疗资质，责成属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案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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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有明文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

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法条小贴士： 



疫病时期的
现行法律 
漏洞问题 



（一）疫病时期法律漏洞的典型案例 

 

疫情期间，多地蛋壳公寓的房东在网上爆料称，蛋壳公寓的客服打电话表示：受疫情影响要求

房东免租一个月。但与此同时，租客从蛋壳公寓租房子却不能减免租金。网民对于“房东免租、

租客交租”的企业单方面行为，表示不满。 

 

分析：如果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正常使用、收益租赁房屋，蛋壳公寓必须在与房东自愿且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减免房租。蛋壳公寓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单方面要求房东减免房租，另

一方面却继续向租客收取房租”的行为，无权将其商业经营风险，单方面转移给房东，该行为

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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