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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罪犯有勾结的主要犯罪分 |子。 
（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施工、生产中出

土的文物进行哄抢或者私分、私留的，对参与

人员分别以抢夺罪或盗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

微的，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但文物必须

追缴，送文物主管部 |门。 
参考案例：李生跃盗掘古文化遗址案——

盗割石窟寺内壁刻头像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刑 

事审判参考》总第34辑，第266号）；孙立平等

盗掘古墓葬案——如何认定盗掘古墓葬罪中的

既遂和多次盗掘（《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1辑，

第485号）；卞长军等盗掘古墓葬案——盗掘古

墓葬罪中主观认知的内容和“盗窃珍贵文物”

加重处罚情节的适用（《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8
辑，第560|号）。 

第三百二十九条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违反档案法的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

档案，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 |罚。 
1996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 
第十七条 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

档 |案。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产转让时，转让有关

档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制 |定。 
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照国

家规定办 |理。 
………… 
第二十四条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 |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

家所有的档案 |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 |的； 
（四）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 |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

给外国人 |的； 
（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不

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 |的； 
（七）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

措施，造成档案损失 |的； 
（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

失 |的。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三百三十条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

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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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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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

确 |定。 
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 |法》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

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 |任： 
（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的； 
（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的； 
（三）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的； 
（四）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

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

行消毒处理 |的； 
（五）生物制品生产单位生产的血液制品不

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的。 
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 

第四十九条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

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

案追 |诉：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

定的卫生标准 |的； 
（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卫

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

粪便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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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

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 |的。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的“甲类传染

病”，是指鼠疫、霍乱；“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是指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

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实

施的其他需要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和突发

原因不明的传染 |病。 

第三百三十一条 【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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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 |法》 
第二十六条 国家建立传染病菌种、毒

种 |库。 
对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

采集、保藏、携带、运输和使用实行分类管理，

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 |度。 
对可能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的以及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

样本，确需采集、保藏、携带、运输和使用的，

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制 |定。 
…………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已取得许

可证的，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造成

传染病传播、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

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从事

病原微生物实验的单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条

件和技术标准，对传染病病原体样本未按照规

定进行严格管理，造成实验室感染和病原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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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扩散 |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集、保藏、携

带、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

测样本 |的；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未执行

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

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 |的。 
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 
第五十条 ［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案（刑 

法第三百三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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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 |诉： 
（一）导致甲类和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

播 |的； 
（二）导致乙类、丙类传染病流行、暴发 |的； 
（三）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 |的； 
（四）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 |形。 

第三百三十二条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

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 |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 
第五十一条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刑

法第三百三十二条）］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应予立案追 |诉。 
本条规定的“检疫传染病”，是指鼠疫、霍

乱、黄热病以及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传

染 |病。 

第三百三十三条 【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故意伤害罪】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

定定罪处 |罚。 
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 
第五十二条 ［非法组织卖血案（刑法第

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

液，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 |诉： 
（一）组织卖血三人次以上 |的； 
（二）组织卖血非法获利二千元以上 |的； 
（三）组织未成年人卖血 |的； 

（四）被组织卖血的人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

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

体等病原微生物 |的； 
（五）其他非法组织卖血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的情 |形。 
第五十三条 ［强迫卖血案（刑法第三百

三十三条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

出卖血液的，应予立案追 |诉。 

第三百三十四条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非法采集、供

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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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作规定，

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 
第五十四条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

作、供应血液制品案（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

一款）］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

液制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 |诉： 
（一）采集、供应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

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等

病原微生物 |的； 
（二）制作、供应的血液制品含有艾滋病病

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

体等病原微生物，或者将含有上述病原微生物

的血液用于制作血液制品 |的； 
（三）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品、诊断试

剂、卫生器材，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器材

采集血液，造成传染病传播危险 |的； 
（四）违反规定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超量、

频繁采集血液、血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的； 
（五）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采集、供应血液

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规定，足以危害人

体健康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 |形。 
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过批准的业

务范围，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

制品的，属于本条规定的“非法采集、供应血

液、制作、供应血液制 |品”。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血液”，是指全血、成分血

和特殊血液成 |分。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血液制

品”，是指各种人血浆蛋白制 |品。 
第五十五条 ［采集、供应血液、制作、

供应血液制品事故案（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

二款）］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

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不依照规定进

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作规定，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予立案追 |诉： 
（一）造成献血者、供血浆者、受血者感染

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

梅毒螺旋体或者其他经血液传播的病原微生

物 |的； 

（二）造成献血者、供血浆者、受血者重度

贫血、造血功能障碍或者其他器官组织损伤导

致功能障碍等身体严重危害 |的； 
（三）其他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

情 |形。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

制品生产经营单位，属于本条规定的“经国家

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

血液制品的部门”。采供血机构包括血液中心、

中心血站、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和国家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医学发展需要批准、设置的其

他类型血库、单采血浆 |站。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不

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作规 |定”： 
（一）血站未用两个企业生产的试剂对艾滋

病病毒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

炎病毒抗体、梅毒抗体进行两次检测 |的； 
（二）单采血浆站不依照规定对艾滋病病毒

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

抗体、梅毒抗体进行检测 |的； 
（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在投料生产前未用

主管部门批准和检定合格的试剂进行复检 |的； 
（四）血站、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企

业使用的诊断试剂没有生产单位名称、生产批

准文号或者经检定不合格 |的； 
（五）采供血机构在采集检验样本、采集血

液和成分血分离时，使用没有生产单位名称、|生
产批准文号或者超过有效期的一次性注射器等

采血器材 |的； 
（六）不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包装、

储存、运输血液、原料血浆 |的； 
（七）对国家规定检测项目结果呈阳性的血

液未及时按照规定予以清除 |的； 
（八）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采

血、检验操作 |的； 
（九）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超量、频繁采集

血液、血浆 |的； 
（十）采供血机构采集血液、血浆前，未对

献血者或者供血浆者进行身份识别，采集冒名

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血液、血浆 |的； 
（十一）血站擅自采集原料血浆，单采血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