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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并出具毁损、灭失证明。征用实施单位制

作应急征用物资（场所）使用情况确认书，应

急征用使用情况确认书兼作被征用单位或者个

人申请补偿的书面通知。无法通知到被征用单

位、个人的或者无法确定被征用物资（场所）

权属的，实施应急征用单位应当在当地政府门

户网站或者媒体上公告申请补偿相关事宜。确

认书还应包含受偿人提交申请补偿所需的资料、

申请单位及时间、补偿标准及金额，救济途径

等内容。

同时县级以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签行政

协议来达到调配物资、场所的目的。

三、补偿机制

《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

紧急调集人员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合理报酬。

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

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

根据《杭州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实施办法》

的相关规定，应急征用按以下规定给予补偿 ：

1. 补偿工作应由征用实施单位负责，使用

被征用物 资造成其折旧的，按照相关折旧规定

给付相应的补偿金 ；

2. 被征用物资、场所毁损的，能够恢复原

状的恢复原状 ；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毁损程

度给付相应的补偿金 ； 

3. 被征用物资、场所灭失的，按照被征用

时的市场价格给付相应的补偿金 ；

4. 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物资、场所操

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的，按照实际工作时限

补偿人员工资、津贴等实际产生的费用 ；

5. 征用物资、场所造成被征用单位或者个

人停产停业的，补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

性费用开支。采取行政协议方式的的，按行政

协议约定的方式给付。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程雪阳教授认为，如

果科学证明在疫情结束之后被临时征用的房屋、

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不能彻底消毒的，

相关权利人要求作出征用决定的政府征收这些

财产的，政府应当满足被征用人的这一要求。

（本文作者系北大法宝立法研究员）

疫情信息公开中相关

舆情焦点问题法律解析
 董 杨

此次新冠病毒抗击战，无疑是继 17 年前

非典疫情之后又一场全国人民面临的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展中，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信息公开”制度，再次被提升至重要讨

论层面。疫情信息公布权、疫情信息报告制度、

信息公开中行政部门依法履职等一系列涉法问

题成为舆情关注焦点。本文在梳理有关媒体报

刊、专家学者和社会法律人士相关文章基础上，

结合现行有效法律依据，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一、疫情信息公布主体之辨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与当年非典疫情类似，

均属于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符

合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规制的范畴，又符合突

发事件相关法律规制的范畴，因此涉及的法律

依据也对应这两类，主要包括 ：《传染病防治法》

（2013 年修订）及其实施办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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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

年修订，以下简称《条例》）以及原卫生部印发

的规范性文件《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 卫办发［2006］

79 号 ，以下简称《方案》）等。选择不同法律适用，

信息公布主体截然不同，具体法律分析如下 ：

（一）第一种 ：国家和省一级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具有信息公布权

1、《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2013 年 修 订 ） 第

三十八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

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

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

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该条款包含三层涵义 ：一是主体特定原

则。公布权的原始权力主体仅设定为国家卫生

行政部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地方政府无论

层级高低都不具有相关信息的公布权。传染病

疫情信息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而制作、产生

的主体主要基于卫生行政部门，因此将之限定

为信息公布主体。二是权力上收原则。公布主

体限定在省级以上这个层级，省级以下无论是

政府还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都无此权，这是基

于传染病的信息公开涉及众多宏观利益影响的

立法考量，比如涉及巨大公共利益、社会影响

等诸多因素，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会产生巨大影

响。因此，立法中没有采取“谁产生，谁公开”

的一般原则，而将该种信息的公开主体设定的

比较高。三是授权原则。授权指行政主体依法

把行政职权的一部分或全部授给另一个行政主

体或组织的法律行为。这里是指在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本应由中央卫生部门对疫情进行公布

的，出于及时有效公布疫情进行防控的目的，

授权给省级地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本行政区

内进行公布的法律行为。

2、《条例》（2011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国

家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国务院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

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

突发事件的信息。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

全面”，该规定内涵与《传染病防治法》一致。

3、《方案》( 原卫办发［2006］79 号 )“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应按照《传

染病防治法》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定期

发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按照《传

染病防治法》第 三十八条第三款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从本方案公布之日起，卫生部授权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传染

病暴发、流行以及发生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及时、准确地发布辖区内的法定传染病疫

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该《方案》属于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

规范性文件，就信息公布主体范围的规定与上

述两个法律依据相同，只是在“授权”程序操

作上对上述法律文件作出细化。目前执法实践

中的“授权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一案一授权”，

一种是“一栏子授权”。该《方案》即为原卫生

部通过“一栏子授权”授权的方式，将疫情信

息公布权授权给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也即，在

符合法定情形发生的情况下，国务院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无需再单独履行个案授权程序，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直接发布疫情信息。

（二）第二种 ：一定条件下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均具有信息公布权

《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第四十三

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

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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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

入预警期，同时……通报”；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第（四）项 “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

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采取下列措施 ：……（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

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第

四十五条 “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

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

综合上述三个条款，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即将发生或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政府应当依法发布相关级别警报、决定并宣布

有关地区进入预警区，当警报发布达到三级、

四级以上并宣布进入预警期后，该地方政府不

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

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

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此时即具有信

息公布权。

二、疫情信息报告机制之辨

（一）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此处只议具管

理职能的公权主体）

1、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

人员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2013 年修订）第七

条第一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

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

他预防、控制工作”；第十八条第（二）项“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履行

下列职责 ：……（二）收集、分析和报告传染

病监测信息，预测传染病的发生、流行趋势”；

第三十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

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

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

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

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或者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

限报告。军队医疗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医疗服

务，发现前款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时，应当按照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报告”；第三十三条

第一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甲类、乙

类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由当地

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同时报

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之规定，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

的人员负有依照法定程序履行报告的义务。

2、地方各级政府

根 据《 突 发 事 件 应 对 法 》（2007 年 ） 第

三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

政府相关部门通报突发事件信息。专业机构、

监测网点和信息报告员应当及时向所在地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第

四十三条“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

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

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发

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

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之规定，

地方各级政府都对突发事件都负有向上级报告

信息的义务 ；当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

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依法发布警报的

同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必要时还可以越级上

报。

（二）履行报告义务的程序、时限、纪律等

法定要求

主要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2011 年修订）中，具体制度如下 ：

1、省级政府 1 小时报告制度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 1 小时内，

疫情应对法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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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一）发生或

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

2、突发事件监测限时报告机制

第二十条“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

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情

形之一的，应当在 2 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2 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

报告，并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县级人民

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2 小时内向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2 小时内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之规定，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此次传染病疫情的，省

级政府要在接到报告 1 小时内即向国务院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3、报告纪律及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

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

谎报”，第五十一条“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中……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

瞒、缓报或者谎报，……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触犯《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调查与报告并举制度

第二十二条“接到报告的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同时，

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确证，

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三、地方经授权后方公布信息与及时发布

警报是否矛盾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经授权后方能公布疫

情信息。而《突发事件应对法》则要求地方各

级政府在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

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时，就依法发出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

入预警期、采取相应措施，两部法律并不矛盾。

这是地方政府及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

关法律履行不同职权的行为，二者并不存在本

质冲突。

四、焦点问题反映的立法与执法不足

1、疫情公布主体设置过高

现行法律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主体设置

过高，加上前期上报程序冗长和低效，容易导

致疫情信息公布迟滞。立法对此应作回应，降

低公布主体的门槛，比如对《传染病防治法》

中规定的甲类和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的乙类传染病，可由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直接向

社会公开疫情信息，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

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缩短疫情信息披露

流程。

2、相关法律衔接不畅

实践中，《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

对法》、《突发公共卫生安全条例》几部相关法

律存在适用混乱、执行不力、衔接不畅的问

题。比如《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

法》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位阶相

同，虽然实施时间有先后但都现行有效，就传

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具体适用哪部

法律？或是在疫情哪个阶段、哪些环节分别适

用哪部法律？另外，《突发事件应对法》属国家

法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国务院

行政法规，前者位阶高于后者 ；但前者是 2007

年制定出台，相较于 2011 年修订的后者，属于

旧法。那么实践中是适用高位旧法，还是适用

低位新法？这些细微之处，都需要我们在下一

步的立法、执法工作中加以考虑。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司法局立法四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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