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市监发〔2020〕7 号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依法从重从快办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违法案件的指导意见 

 

省药品监管局，各市、自治州市场监管局，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贵安新区经济发展局、市场监管局，省局机关各处室：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

应对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落实我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要求，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

秩序，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意见》（国市监法〔2020〕27号），

现就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查办疫情防控期间违法案件提出如下指

 



导意见。 

一、遵循原则 

坚持依法行政基本原则，在程序正当、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前提下，从重从严从快办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违法案件。 

二、适用范围 

加强对与疫情防控相关违法行为的查处是市场监管部门当

前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和

思想认识，集中执法力量，重点查处下列违法行为： 

（一）对防疫用品、民生必需品等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捏

造和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的，串通涨价的； 

（二）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等防疫用品的； 

（三）违法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四）采购、销售不符合动物检疫规定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畜禽肉及其加工食品的； 

（五）不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制售食品、防护用品的； 

（六）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

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发布含有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有预防、治疗作用等内容的虚假广告的； 

（七）其他涉及疫情防控和重点民生领域市场监管事项

的违法行为。 

三、从重处罚 



对涉及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考虑其特殊危害性，从重处罚。

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交易、口罩等防护用品制假售假等违法

行为，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顶格处罚。对哄

抬防护用品及制作原材料和基本民生商品价格等违法行为，在依

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重、较多的处罚种

类或者较高的处罚幅度进行处罚，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

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的 30%部分。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从快办理 

疫情防控期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努力压减机关内部流转时间，提高执法办

案效率。不得删减法定程序、降低取证要求，不得违反规定压缩、

简化行政处罚告知等当事人权利保障环节的必要程序和期限要

求。 

（一）加快线索核查。对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违法线索，执法

机构原则上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对于

管辖有争议或需要移送线索的，原则上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完

成。 

（二）加快案件办理。对于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案件，执法机

构原则上应当自立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

办理过程中的审批、审核等工作原则上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完



成。经办案机构提出，审核机构可以在案件调查阶段提前介入。 

（三）及时进行集体讨论。对于需经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的

案件，可采取便捷方式讨论研究，留存相关记录，及时制作相关

文书。 

（四）优化听证程序。对自然人处以 3 万元以上、对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30 万元以上罚款的，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收到当事人的听证申请后，办案机构应在 1 个工作

日内提交听证申请书和案件材料，听证机构应当及时确定听证主

持人和听证时间、地点，组织听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听证方式，

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引导听证参加人选择网上视频听证方式参

与听证，避免人群集聚。 

（五）创新调查手段。在合法的前提下，探索通过短信、电

话、视频、电子邮件等非接触方式调查取证，加快工作进度，同

时注意做好相关记录。 

（六）灵活掌握送达方式。除行政处罚决定书外，可以采用

电子方式送达执法文书，要求受送达人签署送达确认书，并通过

拍照、截屏、录音等方式予以记录。 

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依法从重

从快办理疫情防控相关违法案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疫情结束之日起自动停止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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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查处与疫情防控相关违法行为指引清单 
  

违法种类 违法行为 表现形式 定性依据 处罚依据 

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1．生产、销

售假药 

生产、销售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

符； 

2.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

药品 

3.变质的药品； 

4.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

范围。”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

使用假药、劣药。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一）药

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

不符；（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

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三）变质的

药品；（四）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并

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

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

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情

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

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

可证，十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十

年内禁止其药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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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2．疫情医疗

救治定点医

院使用假药 

疫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给患者诊治中使用的药

品为假药。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

使用假药、劣药。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一）药

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

不符；（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

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三）变质的

药品；（四）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并

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

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

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情

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

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

可证，十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十

年内禁止其药品进口。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药品使用单位使用假药、劣药的，按

照销售假药、零售劣药的规定处罚；

情节严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有医疗卫生人员执业证书的，还

应当吊销执业证书。 

3．生产、销

售劣药法 

生产、销售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 

2.被污染的药品； 

3.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的药品； 

4.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 

5.超过有效期的药品； 

6.擅自添加防腐剂、辅料的药品； 

7.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

使用假药、劣药。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三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一）药

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

（二）被污染的药品；（三）未标明或

者更改有效期的药品；（四）未注明或

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五）超过有

效期的药品；（六）擅自添加防腐剂、

辅料的药品；（七）其他不符合药品标

准的药品。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

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

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

元计算，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

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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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4．疫情医疗

救治定点医

院使用劣药 

疫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给患者诊治中使用的药

品为劣药。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

使用假药、劣药。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三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一）药

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

（二）被污染的药品；（三）未标明或

者更改有效期的药品；（四）未注明或

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五）超过有

效期的药品；（六）擅自添加防腐剂、

辅料的药品；（七）其他不符合药品标

准的药品。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
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
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
元计算，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
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
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
许可证。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药品使用单位使用假药、劣药的，按
照销售假药、零售劣药的规定处罚；
情节严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有医疗卫生人员执业证书的，还
应当吊销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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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5．未取得药

品生产许可

证、药品经营

许可证或者

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生

产、销售药品 

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包括线上）药品，

且称其药品具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功效的。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无药

品生产许可证的，不得生产药品。”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

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

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

证的，不得经营药品。 

    《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医疗机构配制制剂，应当经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无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不得配制制

剂。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

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

销售药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生

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

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

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

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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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6．未经许可

从事第二类、

第三类医疗

器械生产 

    未经许可生产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第

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  从事第二类、第三类医疗

器械生产的，生产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申请生产许可并提交其符合本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资料以及

所生产医疗器械的注册证。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和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货值金

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5 年内不受理

相关责任人及企业提出的医疗器械

许可申请：（二）未经许可从事第二

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活动的。 

7．未经备案

从事第一类

医疗器械生

产 

    未经备案生产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第

一类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

一条  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的，由

生产企业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提交其符

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资

料。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第一款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备

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向社会公告未备案单位和产

品名称，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8．未经备案

从事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

营 

    未经备案经营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第

二类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

条  从事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由经

营企业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提交其符合

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条件的证明资

料。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条第一款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

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向社会公告未备案单位和

产品名称，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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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9．未经许可

从事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

营 

    未经许可经营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第

三类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  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经

营许可并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九条

规定条件的证明资料。”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和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货值金

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5 年内不受理

相关责任人及企业提出的医疗器械

许可申请：（三）未经许可从事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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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10．生产、经

营、使用不符

合强制性标

准或者不符

合经注册或

者备案的产

品技术要求

的医疗器械 

1.生产、经营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的

医疗器械，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符合经注册或

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的； 

2.疫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在诊治过程中使用了

上述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当按

照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建立健全与所生产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

量管理体系并保证其有效运行；严格按

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

生产，保证出厂的医疗器械符合强制性

标准以及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

求。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经营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符

合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的医

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医疗器械

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

以处罚：（一）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或者不符合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

要求的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的医疗器械；

违法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的医疗器械

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2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

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一）生产、经

营、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符

合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

的医疗器械的。 

http://130.129.1.145/golaw?dbnm=gjfg&flid=1127082014124935
http://130.129.1.145/golaw?dbnm=gjfg&flid=1127082014124935
file:///D:/2020年/疫情防控/新建1.docx%23law_firs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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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品

及医疗器

械质量违

法行为 

11．经营、使

用无合格证

明文件、过

期、失效、淘

汰的医疗器

械，或者经

营、使用未依

法注册的医

疗器械 

    1.经营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汰的

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用医疗器械的； 

    2．疫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在诊治过程中使用了

上述医疗器械或者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

条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

经营、使用未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文

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和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医疗器械货值金

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5 年内不受理

相关责任人及企业提出的医疗器械

许可申请：（一）生产、经营未取得

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二类、第三类医

疗器械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的医疗器械；

违法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的医疗器械

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2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

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三）经营、使

用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淘

汰的医疗器械，或者使用未依法注册

的医疗器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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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生

动物及其

制品交易

违法行为 

12．网络交易

平台、商品交

易市场等交

易场所为违

法出售、购

买、利用野生

动物及其制

品或者禁止

使用的猎捕

工具提供交

易服务 

    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为违

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

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务的。 

《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

（2020 年第 4 号）“严禁野生动物对外

扩散和转运贩卖，各地农（集）贸市场、

超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

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  

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

易场所，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提供交易服务。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为违法出

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

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提供交易服

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食品

安全违法

行为 

13．经营食用

的野生动物

或野生动物

制品 

    所经营的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为食用的。 

   《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

（2020 年第 4 号）“严禁野生动物对外

扩散和转运贩卖，各地农（集）贸市场、

超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

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二）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二）国家

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

食品。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五）生产

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

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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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

违法行为 

14．经营未按

规定进行检

疫或者检疫

不合格的肉

类，或者生产

经营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

不合格的肉

类制品 

    1.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

的； 

    2.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

品的。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八）

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八）未按规定进

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

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第一款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四）经营

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

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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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

安全违法

行为 

15．经营病

死、毒死或者

死因不明的

禽、畜、兽、

水产动物肉

类，或者生产

经营其制品 

    1.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

水产动物肉类； 

    2.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

兽、水产动物相关制品的。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七）

项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七）病死、毒死

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

肉类及其制品。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

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三）经营

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

兽、水产动物肉类，或者生产经营其

制品。 

四、产品

质量违法

行为 

16．生产、销

售不符合保

障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标准

和要求的产

品 

    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标准和要求的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治疗防护用的。 

《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

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

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  生产、

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

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

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

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

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

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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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

质量违法

行为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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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防

护用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产品质量法》第五条  禁止伪造

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

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

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  生产

者生产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  销售

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 

《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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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

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四、产品

质量违法

行为 

18．伪造产品

产地，伪造或

者冒用他人

厂名、厂址，

伪造或者冒

用认证标志

等质量标志 

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防

护用品伪造产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

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产品质量法》第五条  禁止伪造

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

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

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

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条  生产者

不得伪造产地，不得伪造或者冒用他人

的厂名、厂址。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一条  生产

者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

志。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  销售

者不得伪造产地，不得伪造或者冒用他

人的厂名、厂址。 

《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八条  销售

者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

志。 

《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  伪

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

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

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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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

质量违法

行为 

19.销售不能

提供检验报

告或者检验

报告复印件

的产品 

销售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

疗防护用品，不能提供产品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

复印件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

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五条  销售者

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审

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

明和产品标识，并建立产品进货台账，

如实记录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

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从

事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应当建立产

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批发的产品品种、

规格、数量、流向等内容。在产品集中

交易场所销售自制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

比照从事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的规

定，履行建立产品销售台账的义务。进

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销售者应当向供货商按照产品生产

批次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

的检验报告或者由供货商签字或者盖章

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不能提供检验报告

或者检验报告复印件的产品，不得销售。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

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五条  

销售者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

收制度，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

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建立

产品进货台账，如实记录产品名称、

规格、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

进货时间等内容。从事产品批发业务

的销售企业应当建立产品销售台账，

如实记录批发的产品品种、规格、数

量、流向等内容。在产品集中交易场

所销售自制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比

照从事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的

规定，履行建立产品销售台账的义

务。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 2 年。销售者应当向供货商按

照产品生产批次索要符合法定条件

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由

供货商签字或者盖章的检验报告复

印件；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

告复印件的产品，不得销售。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工商、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停

止销售；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

报告复印件销售产品的，没收违法所

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货值金额

3 倍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

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93%81%E6%A0%87%E8%AF%86/108820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8%B4%A6/20674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4%B8%AD%E4%BA%A4%E6%98%93/110512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4%B8%AD%E4%BA%A4%E6%98%93/110512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5%93%81%E6%A0%87%E8%AF%86/108820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8%B4%A6/20674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4%B8%AD%E4%BA%A4%E6%98%93/110512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7%E5%80%BC%E9%87%91%E9%A2%9D/16136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7%E5%80%BC%E9%87%91%E9%A2%9D/161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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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正

当竞争违

法行为 

20．虚假宣传 

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防

护用品和服务，以及治疗防护用品制作原材料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对产品性能、功效等在科学上没有定论的，

作定论性宣传； 

2.对产品性能进行夸大的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3.使用专利申请进行宣传； 

4.采取“忠告”性用语做虚假宣传； 

5.假冒他人名义、商誉和形象等进行宣传； 

6.对产品进行排他性的宣传。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 经营者

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

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

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 

一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

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

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六、广告

违法行为 

21.发布含有

不正确导向、

妨碍社会安

定，损害公共

利益、妨碍社

会公共秩序

和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内

容的广告 

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防

护用品和服务，以及治疗防护用品制作原材料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 

2.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国家秘密； 

3.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4.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广告法》第九条第（二）项、第

（四）项、第（五）项、第（七）项：

“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二）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 

（四）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

国家秘密； 

（五）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七）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 

《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第（一）

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

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

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

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

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一）

发布有本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禁

止情形的广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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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告

违法行为 

22．发布出

售、购买、利

用野生动物、

禁止使用的

围捕工具或

者违法出售、

购买、利用野

生动物制品

广告 

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

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的。 

《广告法》第九条第（十一）项  广

告不得有下列情形：（十一）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  

禁止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者

禁止使用的围捕工具发布广告。禁止为

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制品发

布广告。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为出售、

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

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发布广告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

罚。 

《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第（一）

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

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

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

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

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一）

发布有本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禁

止情形的广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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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告

违法行为 

23．发布虚假

广告违法行

为 

涉及基本民生商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防

护用品和服务，以及治疗防护用品制作原材料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 

2.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

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 

3.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

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

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

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

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4.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

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

材料的； 

5.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 

6.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

者的其他情形。 

《广告法》第二十八条  广告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

者的，构成虚假广告。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

告： 

（一）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 

（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

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

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

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

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

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

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

质性影响的； 

（三）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

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

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 

（四）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的效果的； 

（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 

《广告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

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

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

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

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

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

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医疗机构有前款规定违法行为，情节

严重的，除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

处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吊销诊疗科目

或者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

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

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

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

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

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

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吊销营业

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有本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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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告

违法行为 

24．发布未经

审查批准或

者擅自篡改

审查批准内

容发布含有

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广告 

1.未经审查批准发布含有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 

2.擅自篡改审查批准内容发布含有涉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  发布医疗、

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

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

有关部门（以下称广告审查机关）对广

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十

四）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

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

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

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十四）

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经审查发布

广告的。 

《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前款

规定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除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处罚外，卫生行政部

门可以吊销诊疗科目或者吊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本条第一

款规定违法行为仍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

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

务、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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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告

违法行为 

25、在大众媒

体发布或者

变相发布处

方药广告 

在大众媒体发布或者变相发布涉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疫用处方药广告的。 

《广告法》第十五条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

品等特殊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以及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

方法，不得作广告。 

前款规定以外的处方药，只能在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

上作广告。 

《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第（二）

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

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

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

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

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二）

违反本法第十五条规定发布处方药

广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广告、戒

毒治疗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广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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