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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政府如何在惩处哄抬物价

行为的同时释放市场活力
郭  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市

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稳定相关商品

价格，同时也出现个别经营者借需求激增之机，

哄抬口罩等防疫商品价格，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这种借疫情之机哄抬物价的行为，损害广大群

众的利益，造成市场及百姓恐慌。当前，全国

各地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迅速立案查处了一批“哄

抬价格”行为，我们以 3M 口罩为例 ：

如 ：北京市济民康泰大药房丰台区第

五十五分店大幅抬高 N95 型口罩销售价格，将

进价为 200 元 / 盒的 3M 口罩（十只装），大幅

提价到 850 元 / 盒对外销售，而同时期该款口罩

网络售价为 143 元 / 盒。2020 年 1 月 23 日，北

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构成

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拟处以 300 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并于 1 月 26 日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又如 ：陕西省凤翔县仁和堂药店第一分店

将进货单价为每只 19 元的 3M 口罩，以每只 25

元的价格对外销售，消费者王某现场购买 8 只，

微信付款 200 元，该店未出具购货凭证。凤翔

县市场监管局接王某微博举报后，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陕西省价格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对该药店予以吊销营业执照，并责成药

店负责人向王某书面道歉，退还超出正常售价

收入所得。

两起案例均属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并予以

公开曝光。从中我们也看到，目前各地公布的

大量案例中对认定“哄抬价格”行为相关法律

法规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效果

也不尽相同，值得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的角度探讨。在稳控市场的同时，还应把

握合理的执法限度，不影响市场的快速反应和

积极作用。

一、哄抬物价行为认定

哄抬物价是指经营者意在强行抬高价格水

平的交易活动，其构成具备三个要件 ：（1）具

有主观故意。经营者捏造涨价信息，主观上一

定具有推动价格上涨的故意 ；（2）客观上实施

推动价格上涨的行为 ；（3）具有导致价格上涨

的结果或者重大可能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实施办法》第二条对“哄抬价格行为”作出

具体规定 ：（一）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大幅度

提高价格的 ；（二）生产成本或进货成本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幅度提高

价格的 ；（三）在一些地区或行业率先大幅度提

高价格的 ；（四）囤积居奇，导致商品供不应求

而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的。

2020 年 2 月 1 日实施的《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

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中的“哄

抬价格违法行为”做了扩大解释，包括三个方面：

（一）分别对生产防疫用品及防疫用品原材料的

经营者、批发环节经营者、零售环节经营者的

囤积行为进行界定。（二）规制了变相提高防疫

用品价格的行为，包括强制搭售其他商品、大

幅度提高配送费用或者收取其他费用。（三）以

2020 年 1 月 19 日前后为限，对经营者销售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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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和对外销售价格

是否合理进行界定。

二、哄抬物价法律责任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规定 ：

1.《价格法》第四十条 ：经营者有本法第

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

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 ；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2.2010 年 12 月 4 日修改的《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对于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利用其他手

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

以下的罚款 ;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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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

〔2003〕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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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为“其他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特殊时期市场监管中的建议

无论是《价格法》还是《突发事件应对法》，

对于哄抬物价的价格确定并没有规定，只是对

哄抬物价的行为做出了规定。《意见》中提到，

可依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出

台的认定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具体标准进行认

定。结合本文附件引用文章，有如下观点和建议 :

第一，禁止坐地起价不代表不能适当涨价。

构成价格的要素有很多，比如疫情中原材料价

格上涨、人工成本的上涨、物流费用的上涨，

势必导致防疫用品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

如果市场监管部门仅仅简单以文件发布前一天

或前几天商品销售价格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格为

原价进行比较，显然是不现实、不科学的。

第二，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既要稳定价格，

又要注意保护特殊时期经营者的积极性，尊重

市场规律。“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

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政府的职责，政府有责任、有义务确保防疫用

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政府部门应对疫情期

间生产、销售特定用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助

或其他优惠政策，才能保证减少哄抬价格的发

生。

第三，基于每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局

限于一个地区，为此应在《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规定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借鉴非典

时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价格监

管维护市场稳定的通知》要求，由国务院价格

主管部门根据《价格法》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

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

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指

导各省级人民政府限定科学合理的特殊商品价

格上涨幅度。在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疫情后，适

时解除价格干预政策。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防

疫用品价格不致混乱。

2020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指出，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

稳有序。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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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

行为。特殊时期，行政执法工作既要严格，同

时也应坚守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标准，特

别是在行政处罚具体裁量基准的把握上，以及

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依法要求听

证等权利的程序性环节，要格外加以注意，更

加良性的引导市场主体依法有序的开展经营活

动，从而在这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疫情防控中

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北大法宝智慧执法项目总监）  

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人员流动措施的

合法性、合理性研究
尹丹丹

疫情发生后，国家和各省市政府采取特殊

管理措施应对，尤其是在控制疫情扩散问题上，

武汉、黄冈等湖北疫情严重的城市采取了封城、

交通管制等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其他省市，

例如河南、浙江等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人员流

动管控措施。各地采取的封城、封村、交通管

制等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不同程度会影响民众

的基本生活，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取

限制人员流动的管控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

合理性，但政府在进行人员管控措施时还应注

意哪些方面，进而提升政府面对疫情作为的执

法合理性和科学性。

本文参考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疫情期

间政府采取限制人员流动措施问题对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的采访稿、北京大学

法学院车浩教授发于《中国法律评论》的《三

问疫情隔离 ：场所？对象？方式？》、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薛军、沈岿发于《中国法律评论》

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呼吁武汉政府紧急征用大

量楼堂馆所，进行有效医学隔离》、王晨光教授

发表于《法学学术前沿》的《疫情防控也要按

基本法来—坚守法治价值》等文章，对其针对

此问题发表的意见进行归纳梳理，在以上文章

基础上，对政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限制人

员流动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总结概括。

一、面对疫情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类型

1. 封城

目前采取的城市为疫源地武汉市，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

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无特殊原因，市民不得离

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关闭。

2. 封路

针对封路，目前主要存在农村公路上，采

取挖断或设置路障的形式限制人员、车辆通行。

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配合公

安、卫生健康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高速公路

出入口、省界和服务区、各省干线、农村公路

等通道交通管控和体温检测工作，不得简单采

取推填挖洞等硬性隔离方式阻断公路交通 ；对

于出现疫情的农村地区，要确保医疗、救援等

物资进得去，确保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应急

出行出得来，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正常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