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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惠企政策汇总（截至 4 月 1 日）

来源：中企人力

近日，为帮助企业渡过疫情下生产经营难关，许多省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主

要涉及减税降费、稳岗就业、房租减免、政府补贴等领域，大力支持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行

业和企业纾困解难、恢复发展。

 上海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 发布日期：3/28/2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迅速响应，立足人社职

能，于近日研究出台了《本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援企稳岗

稳就业、关心关爱一线医务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优化人社服务等四

个方面，推出了十六条有针对性的具体举措。

https://mp.weixin.qq.com/s/6GmDqqTVokcSISXJVRcSVQ

https://mp.weixin.qq.com/s/xg7lYsBlhveL3KD6TXoe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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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0329/7806f1b92ad84e0e93bf8
95ebc533d35.html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 发布日期：3/29/22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

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在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2021 年四季度以来工业经济主要指

标逐步改善，振作工业经济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巩固工业经济增长势头，抓紧做好

预调微调和跨周期调节，确保全年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政

策措施。

全

国

篇

 《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解读

发布日期：3/31/22

为落实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政策，现对《上海市国有企

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作如下解读。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gjj.beijing.gov.cn/web/zwgk61/_300587/_300696/11028853/index.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g7lYsBlhveL3KD6TXoevg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0329/7806f1b92ad84e0e93bf895ebc533d35.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0329/7806f1b92ad84e0e93bf895ebc533d3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GmDqqTVokcSISXJVRcS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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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税收政策操作细则》 发布日期：4/1/22

3 月 29 日，上海市政府印发《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若

干政策措施》）。为做好《若干政策措施》中的税收政策措施的宣传、辅导和落实，市税务

局编制了具体操作细则，供广大纳税人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02NfXvPMG0T5-YYjD3tFFg

https://mp.weixin.qq
.com/s/IFdD_Ut33nH
MqO1ziaJ6UQ

http://znkjc.wenzho
u.gov.cn/art/2022/3
/24/art_1229558352
_1998029.html

http://www.huhhot.
gov.cn/zfxxgknew/f
dzdgknr/zfwjnew/2
02203/t20220317_1
204487.html

http://rst.shaanxi.g
ov.cn/newstyle/pub
_newsshow.asp?id=
1017235&chid=100
077

http://rlsbj.cq.gov.c
n/zwgk_182/fdzdgk
nr/lzyj/xzgfxwj_1/xz
gfxwj/202203/t2022
0328_10562103.html

http://www.shenyan
g.gov.cn/zt/jjlwlb/zc
yjd/jdhgzcssldzlwqy
bjy/202203/t202203
24_2881682.html

http://www.tj.gov.
cn/zwgk/szfwj/tjsr
mzfbgt/202203/t2
0220325_5840422.
html

除上海之外，其他省份也纷纷出台了如下惠企政策（截至 4 月 1 日）

https://mp.weixin.qq.com/s/IFdD_Ut33nHMqO1ziaJ6UQ
https://mp.weixin.qq.com/s/IFdD_Ut33nHMqO1ziaJ6UQ
https://mp.weixin.qq.com/s/IFdD_Ut33nHMqO1ziaJ6UQ
http://znkjc.wenzhou.gov.cn/art/2022/3/24/art_1229558352_1998029.html
http://znkjc.wenzhou.gov.cn/art/2022/3/24/art_1229558352_1998029.html
http://znkjc.wenzhou.gov.cn/art/2022/3/24/art_1229558352_1998029.html
http://znkjc.wenzhou.gov.cn/art/2022/3/24/art_1229558352_1998029.html
http://www.huhhot.gov.cn/zfxxgknew/fdzdgknr/zfwjnew/202203/t20220317_1204487.html
http://www.huhhot.gov.cn/zfxxgknew/fdzdgknr/zfwjnew/202203/t20220317_1204487.html
http://www.huhhot.gov.cn/zfxxgknew/fdzdgknr/zfwjnew/202203/t20220317_1204487.html
http://www.huhhot.gov.cn/zfxxgknew/fdzdgknr/zfwjnew/202203/t20220317_1204487.html
http://www.huhhot.gov.cn/zfxxgknew/fdzdgknr/zfwjnew/202203/t20220317_1204487.html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7235&chid=100077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7235&chid=100077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7235&chid=100077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7235&chid=100077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7235&chid=100077
http://rlsbj.cq.gov.cn/zwgk_182/fdzdgknr/lzyj/xzgfxwj_1/xzgfxwj/202203/t20220328_10562103.html
http://rlsbj.cq.gov.cn/zwgk_182/fdzdgknr/lzyj/xzgfxwj_1/xzgfxwj/202203/t20220328_10562103.html
http://rlsbj.cq.gov.cn/zwgk_182/fdzdgknr/lzyj/xzgfxwj_1/xzgfxwj/202203/t20220328_10562103.html
http://rlsbj.cq.gov.cn/zwgk_182/fdzdgknr/lzyj/xzgfxwj_1/xzgfxwj/202203/t20220328_10562103.html
http://rlsbj.cq.gov.cn/zwgk_182/fdzdgknr/lzyj/xzgfxwj_1/xzgfxwj/202203/t20220328_10562103.html
http://www.shenyang.gov.cn/zt/jjlwlb/zcyjd/jdhgzcssldzlwqybjy/202203/t20220324_2881682.html
http://www.shenyang.gov.cn/zt/jjlwlb/zcyjd/jdhgzcssldzlwqybjy/202203/t20220324_2881682.html
http://www.shenyang.gov.cn/zt/jjlwlb/zcyjd/jdhgzcssldzlwqybjy/202203/t20220324_2881682.html
http://www.shenyang.gov.cn/zt/jjlwlb/zcyjd/jdhgzcssldzlwqybjy/202203/t20220324_2881682.html
http://www.shenyang.gov.cn/zt/jjlwlb/zcyjd/jdhgzcssldzlwqybjy/202203/t20220324_2881682.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25_5840422.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25_5840422.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25_5840422.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25_5840422.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203/t20220325_584042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02NfXvPMG0T5-YYjD3tF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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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ss.henan.g
ov.cn/2022/02-24/
2403578.html

http://gxj.zhengzho
u.gov.cn/zcfg/6276
277.jhtml

http://czt.fujian.go
v.cn/ztzl/yqfkczzxd
/yqfkzcjd/202203/t
20220327_5867554.
htm

http://www.gd.gov
.cn/zwgk/wjk/qbwj
/ybh/content/post_
3893108.html

https://mp.weixin.q
q.com/s/8lGONdPn
mIm92yTbnjKFIQ

http://www.harbin.
gov.cn/art/2022/3/
27/art_13790_2479
0.html

http://xxgk.jl.gov.c
n/szf/gkml/202203
/t20220302_840437
6.html

http://www.chan
gzhou.gov.cn/ns_
news/832164808
927575

http://www.suzhou.
gov.cn/szsrmzf/zfw
j/202203/1c975142
d81241fabe714f37
bfe39827.shtml

http://www.sipac.g
ov.cn/szgyyq/yqfkf
gfc/202203/52593b
a7156140a39f3167
3349dc7561.shtml

http://hrss.henan.gov.cn/2022/02-24/2403578.html
http://hrss.henan.gov.cn/2022/02-24/2403578.html
http://hrss.henan.gov.cn/2022/02-24/2403578.html
http://gxj.zhengzhou.gov.cn/zcfg/6276277.jhtml
http://gxj.zhengzhou.gov.cn/zcfg/6276277.jhtml
http://gxj.zhengzhou.gov.cn/zcfg/6276277.jhtml
http://czt.fujian.gov.cn/ztzl/yqfkczzxd/yqfkzcjd/202203/t20220327_5867554.htm
http://czt.fujian.gov.cn/ztzl/yqfkczzxd/yqfkzcjd/202203/t20220327_5867554.htm
http://czt.fujian.gov.cn/ztzl/yqfkczzxd/yqfkzcjd/202203/t20220327_5867554.htm
http://czt.fujian.gov.cn/ztzl/yqfkczzxd/yqfkzcjd/202203/t20220327_5867554.htm
http://czt.fujian.gov.cn/ztzl/yqfkczzxd/yqfkzcjd/202203/t20220327_5867554.htm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893108.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893108.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893108.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89310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8lGONdPnmIm92yTbnjKFIQ
https://mp.weixin.qq.com/s/8lGONdPnmIm92yTbnjKFIQ
https://mp.weixin.qq.com/s/8lGONdPnmIm92yTbnjKFIQ
http://www.harbin.gov.cn/art/2022/3/27/art_13790_24790.html
http://www.harbin.gov.cn/art/2022/3/27/art_13790_24790.html
http://www.harbin.gov.cn/art/2022/3/27/art_13790_24790.html
http://www.harbin.gov.cn/art/2022/3/27/art_13790_24790.html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203/t20220302_8404376.html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203/t20220302_8404376.html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203/t20220302_8404376.html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2203/t20220302_8404376.html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832164808927575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832164808927575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832164808927575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832164808927575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203/1c975142d81241fabe714f37bfe39827.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203/1c975142d81241fabe714f37bfe39827.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203/1c975142d81241fabe714f37bfe39827.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203/1c975142d81241fabe714f37bfe39827.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203/1c975142d81241fabe714f37bfe39827.shtml
http://www.sipac.gov.cn/szgyyq/yqfkfgfc/202203/52593ba7156140a39f31673349dc7561.shtml
http://www.sipac.gov.cn/szgyyq/yqfkfgfc/202203/52593ba7156140a39f31673349dc7561.shtml
http://www.sipac.gov.cn/szgyyq/yqfkfgfc/202203/52593ba7156140a39f31673349dc7561.shtml
http://www.sipac.gov.cn/szgyyq/yqfkfgfc/202203/52593ba7156140a39f31673349dc7561.shtml
http://www.sipac.gov.cn/szgyyq/yqfkfgfc/202203/52593ba7156140a39f31673349dc75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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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出炉（2022 年 3 月更新）

来源：人社通

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2022 年 3 月更新）

用人单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该剔除：加班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津贴；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https://mp.weixin.qq.com/s/utBfD5n0Bxxj0_p3u8p2-g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203/t20220322_3796788.htm

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

来源：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为支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发展，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现将进

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实施力度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https://www.wuxi.g
ov.cn/doc/2022/03/
28/3630652.shtml

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来源：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将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203/t20220324_3797862.htm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203/t20220322_3796788.htm
https://mp.weixin.qq.com/s/utBfD5n0Bxxj0_p3u8p2-g
https://www.wuxi.gov.cn/doc/2022/03/28/3630652.shtml
https://www.wuxi.gov.cn/doc/2022/03/28/3630652.shtml
https://www.wuxi.gov.cn/doc/2022/03/28/3630652.s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203/t20220324_3797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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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shizhengyaowen/
202203/t20220329_441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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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

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

扣除。该项扣除政策有利于减轻人民群众抚养子女负担，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育养育的

鼓励和照顾。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shizhengyaowen/202203/t20220329_441406.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shizhengyaowen/202203/t20220329_441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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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北京市关于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设立和发展的规定》的通知

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北京市关于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设立和发展的规定》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发布 2022 年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的通告

来源：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

老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居发〔2018〕174 号)文件规定，

结合全市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确定 2022 年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

费标准为年缴费 1000 元，最高缴费标准为年缴费 9000 元。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203/t20220329_264257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203/t20220331_2645275.html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xxgk/tzgg/202204/t462504.html

上海市税务局关于延长 2022 年 4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有关事项的通告

来源：上海市税务局

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

为全力配合做好本市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纳税人、

缴费人（以下统称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便利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等事宜，现将延长 2022 年

4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政策速递 | NEWS

地

方

篇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xxgk/tzgg/202204/t46250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203/t20220329_264257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2203/t20220331_2645275.html


9

上海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再发力！2022 年每人享受补贴由 1 次扩大到 3 次！
（附各区申请指南）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根据《本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

政策措施》，本市进一步加大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力度，2022 年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

线上职业培训每人享受补贴由原先 1 次增加到 3 次，直接补贴到用人单位，助力企业应对疫

情影响稳定岗位。

https://mp.weixin.qq.com/s/XaREwsWG6ixigGuIKQ4a_g

政策速递 | NEWS

关于进一步完善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

来源：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各有关单位：

为实行更具竞争力的高精尖人才培养引进政策，做好我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和杰出人

才工作经费发放工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深圳市人才安居办法》（深

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73 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等规定，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http://hrss.sz.gov.cn/xxgk/zcfgjjd/zcfg/rcfw/content/post_9626451.html

http://hrss.sz.gov.cn/xxgk/zcfgjjd/zcfg/rcfw/content/post_962645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aREwsWG6ixigGuIKQ4a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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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开始填报了！
附操作指南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之大病医疗“填”多少？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实操指导 | GUIDE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正式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范围。一组问答带你了解“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怎么扣？

https://mp.weixin.qq.com/s/jipjtPDvD6c
NADSbmQ9NgQ

https://mp.weixin.qq.com/s/Ne1daho9
MbIoTg2_0B-9-w

2021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工作已经开

始（个税 APP 操作流程戳这里），申税

小微近期接到了纳税人咨询大病医疗信

息相关数据填报的问题。那究竟该如何正

确填报呢？今天就让申税小微和您一起

“填”！

填报之前，申税小微要先对大病医疗

扣除政策做个介绍：

图片

来源：上海税务

https://mp.weixin.qq.com/s/Ne1daho9MbIoTg2_0B-9-w
https://mp.weixin.qq.com/s/Ne1daho9MbIoTg2_0B-9-w
https://mp.weixin.qq.com/s/jipjtPDvD6cNADSbmQ9NgQ
https://mp.weixin.qq.com/s/jipjtPDvD6cNADSbmQ9N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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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疫情防护形势严峻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警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

以下 30 种疫情防控违法违规行为

及法律后果一定要了解

01

违反疫情防控管控社会管理秩序行为

1、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区、超市、菜市场、

酒店等公共场所，拒不配合管理人员的劝导佩戴口罩的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

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处警告

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

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2、出入小区、超市、菜市场、酒店等有关场所，

拒不配合健康信息核查，拒绝配合身份登记规定的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3、封控、封闭小区的居民拒不配合封控管理，违

反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规定，擅自外出、聚集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

公安提醒：疫情防控 30 种违法违规行为及法律后果！
► 来源：基层那些事

热点聚焦 | FOCUS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

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4、经过疫情防控卡点的车辆和人员，以冲卡或者

其他方法，拒不配合、接受卡点工作人员检查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刑

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5、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不参加统一组织的

核酸检测的

 违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

验，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涉嫌构

成犯罪的，将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以涉嫌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6、健康码为黄码、红码的人员，不按照规定居家

健康监测或者集中隔离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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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7、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尤其是重点地区旅居

史)、隐瞒与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相关规定，构成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

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刑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8、拒绝配合疾控和公安部门开展的疫情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可能

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相关规定，构成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

员)依法开展疫情调查工作的，可能涉嫌《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构成妨害公务罪。

9、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

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未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到发热门诊就医，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0、集中隔离结束后，不按照规定接受健康监测和

管理，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

11、疫情防控期间，在家庭住所开设棋牌档、麻将

室，违规售卖感冒发热药品等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或者由

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

12、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违反规定外出参加打牌、

餐饮、娱乐等聚集活动，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上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热点聚焦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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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

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

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刑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

13、伪造、变造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使

用他人健康码、行程码或采取其他方式隐瞒行程、活动

轨迹，骗取有关人员信任，出行出访、进入公共场所，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或者

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可能涉嫌《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4、协助他人逃避疫情防控检查措施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

15、居民和企业不配合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毒

工作，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以 5 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

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开

展疫情调查工作的，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七十

七条，构成妨害公务罪。

02

违反疫情防控管控经济管理秩序行为

16、疫情期间，恶意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

 将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对于违

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

场秩序的，涉嫌违反国家在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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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嫌《刑

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构成非法经营罪。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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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等医用器材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将以生产、销售

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18、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

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

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以诈骗罪定罪

处罚。

03

其他违反疫情防控管控违法犯罪行为

19、利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制造、传播谣

热点聚焦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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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

五条第二款，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立案侦查。

20、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在网络

等公众场合散布的，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还帮助散布和

传播的

 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五条，将处以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暂停业

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五条，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将处以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的，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构成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21、故意泄露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

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将处以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

下罚款。国家机关或者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

责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

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刑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2、疫情防控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

以上的严重后果，或者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

吐口水等行为，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构成故意伤害

罪；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可能涉嫌《刑

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构成寻衅滋事罪；采取暴力

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情节严重或

情节恶劣的，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第二百九十三条，构成侮辱罪或者寻衅滋事罪。

2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违反首诊负责制，擅自接诊

发热病人，造成严重后果的

 将依法暂停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引起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24、违反疫情防控规定，乱扔口罩、防护服等医疗

防护用品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疫情防控规定，随意

处置含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医疗防护用品、器材、医

疗生活废物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构成污染环境

罪。

 故意投放新冠肺炎病原体，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可

能涉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5、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拒绝或者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的，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可以由

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26、检测机构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检验检测结果报告

或出具虚假检验检测结果报告，或者制售或购买虚假检

热点聚焦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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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测结果报告，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

重危险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

27、在疫情期间，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危

害公共安全的

 如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抗拒疫情防控措施，故意传

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已

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

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

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

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

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

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8、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

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

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条，构成传染病菌

种、毒种扩散罪。

29、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在出入境时采取逃

避、蒙混或者其他手段，不接受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人

身或者物品的医学检查、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

以及其他违反应当接受国境卫生检疫义务，引起检疫传

染病传播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构成妨害国境

卫生检疫罪。

30、对输入《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的禁止进

境物逃避检疫，或者对特许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

制与处置，导致其逃逸、扩散的

 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构成妨害动植

物防疫、检疫罪。

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安全。

疫情防护形势严峻，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广大群

众要提高疫情防控意识，对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

警方将依法追究责任，推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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