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Law on the Prevention &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hapter 1 General
Article 1 "This law is formulated in order to prevent, control and eliminate
the occurrence and preval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Article 2 The state implements a prevention-oriented polic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ombin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lassified management, relying on science and relying on
the masses.
Article 3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tipulated in this law are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A, B and C.
Class A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 to: plague and cholera.
Class B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 to: infectious atypical pneumonia, AIDS,
viral hepatitis, polio, human infection with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measles,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rabies, epidemic
Japanese encephalitis, dengue fever, Anthrax, bacterial and amoebic
dysentery, tuberculosis,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meningococcal
meningitis, pertussis, diphtheria, neonatal tetanus, scarlet fever,
brucellosis, gonorrhea, syphilis, leptospirosis, Schistosomiasis, malaria.
Class C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 to: influenza, mumps, rubella, 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 leprosy, epidemic and endemic typhus,
kala-azar, hydatid disease, filariasis, except cholera, bacteria Infectious
diarrheal diseases other than sexual and amoebic dysentery, typhoid
fever and paratyphoid fev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above, if they need to
be included in Category B or Category C infectious diseases based on
their outbreak, prevalence and degree of harm,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shall decide and
publish it.
Article 4 For infectious atypical pneumonia in category B infectious
diseases, pulmonary anthrax in anthrax, and human infection with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category A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red to in this law shall be adopted.

For other Class B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of unknown
causes that requ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Class A
infectious diseases referred to in this Law,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shall promptly report and implement
the measures after being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governments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y,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decide to manage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are common and frequently occurring in their administrative area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make public decisions, and report to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for the record.
Article 5: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all lea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people's government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formulat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s and organize their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dical treat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rticle 6: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health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is in charge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t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t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within their
administrative area.
Other departments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army sha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and relevant state regulations,
and shall be supervised and managed by the health authori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rticle 7: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re
responsibl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predictio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epidemic reporting, and oth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elated to medical treatment and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in the responsibility area.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urban communities and rural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rural grassroots.
Article 8: The state develops traditional medicine such as modern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 supports and encourages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rais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state supports and encourag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rticle 9: The state supports and encourages units and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all improve relevant systems to facilit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unit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pidemic reports,
voluntary services and donation activities.
Residents’ committees and villagers’ committees shall organize residents
and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ommunities and rural areas.
Article 10: The state shall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news media shall carry out public welfare
propaganda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free of charge.
Schools of all levels and types should educate students on health
knowled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knowledge.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preventiv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uct preventiv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school students and other
personnel related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shall
regularly train their staff on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and skills.
Article 11: Units and individuals that hav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all be commended and rewarded.
Persons who have become ill, disabled or died due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all be given subsidies
and pensions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Article 12: All units and individual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ust accept the investigation, inspection, sample
collection, isolation treatment and other preventive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truthfull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shall not divulg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nvolving
personal privacy.
If the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violate the law by implementing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r
preventive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infringe upon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nits and individuals, relevant units and individuals may apply
for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or file a lawsu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Chapter Two: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rticle 13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organize public health
activities, conduct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dvocate a civilized and healthy lifestyle, improve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and respons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eliminate rodents and mosquitoes, flies
and other disease vectors.
The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forestry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re responsible for
guiding and organizing the elimination of rodent and schistosomiasis
hazards in farmland, lake areas, rivers, pastures, and forest areas, as well
as other animal and disease vectors that spread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railways, transportation, and civil
aviation ar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the elimination of rodents,
mosquitoes, flies and other disease vectors in vehicles and related
places.
Article 14: Local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all construct and
renovate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in a planned way, improve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drinking water, and conduct harmless disposal of sewage,
pollutants and feces.
Article 15 The State implements a planned vaccination system. The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formulate and organ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vaccination plans. Vaccines used
for vaccination must meet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The country implements a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system for children.
Vaccinations under the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 are free of
charge. Medical institution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children’s guardians shall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ensure that
children receive timely vaccination. Specific measures shall be
formul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rticle 16 The state and society shall care for and help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pathogen carriers and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us diseases, so that they can receive timely treatment. No unit or
individual may discriminate against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pathogen carriers and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us diseases.
Infectious disease patients, pathogen carriers and suspected infectious
disease patients shall not engage in work that is prone to the spread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is prohibited by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until they are cured or suspected of having an infectious disease.
Article 17: The State shall establish a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formulates
national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plans and programs. The health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s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ing plan and plan, formulate infectious disease monitoring plans
and work plans for their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monitor the
occurrence and preval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occurrence and prevalence; monitor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have occurred abroad, have not yet occurred in China, or those
that have newly occurred in China.
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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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规划、计划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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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开展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处理及其
效果评价；
(四)开展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诊断、病原学鉴定；
(五)实施免疫规划，负责预防性生物制品的使用管理；
(六)开展健康教育、咨询，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

(七)指导、培训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传染病监测工作；
(八)开展传染病防治应用性研究和卫生评价，提供技术咨询。
国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传染病发生、流行以及分布进行监测，
对重大传染病流行趋势进行预测，提出预防控制对策，参与并指导对暴发的疫情
进行调查处理，开展传染病病原学鉴定，建立检测质量控制体系，开展应用性研
究和卫生评价。
设区的市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传染病预防控制规划、方案的落实，
组织实施免疫、消毒、控制病媒生物的危害，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负责本地区
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常见病原微生物检测。
第十九条 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
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报上一
级人民政府备案。
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传染病预防控制指挥部的组成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二)传染病的监测、信息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在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的任务与职责；
(四)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的分级以及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
(五)传染病预防、疫点疫区现场控制，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
械以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用。
地方人民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的传染病预警后，应当按照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采取相
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
操作规范，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和医院感染。
医疗机构应当确定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承担传染病疫情报告、本单位的传
染病预防、控制以及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承担医疗活动中与医院感染
有关的危险因素监测、安全防护、消毒、隔离和医疗废物处置工作。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对医疗机构内传染病预防工作进
行指导、考核，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第二十二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实验室和从事病原微生物实验
的单位，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对传
染病病原体样本按照规定的措施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严防传染病病原体的实验室
感染和病原微生物的扩散。
第二十三条 采供血机构、生物制品生产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保证血液、血液制品的质量。禁止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出卖血液。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使用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防止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的发生。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采取预防、控制措
施，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依
据各自的职责负责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动物传染病的防治管理工作。

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野生动物、家畜家禽，经检疫合格后，方可出售、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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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
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
消毒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
制消毒处理。
第二十八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计划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
大型建设项目的，应当事先由省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施工环境进行卫生调
查。建设单位应当根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
措施。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设专人负责工地上的卫生防疫工作。工程竣工后，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进行监测。
第二十九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单位和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
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三章

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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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
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第三十二条 港口、机场、铁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发
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
即向国境口岸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报告并互相通报。
第三十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
情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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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信息
管理工作，及时对疫情报告进行核实、分析。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本行政区域
内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通报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
接到通报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告知本单位的有关人员。
第三十五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通报全国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
关信息。
毗邻的以及相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互相通报本行政区
域的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通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通报。
第三十六条 动物防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互相通报动物间
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以及相关信息。
第三十七条 依照本法的规定负有传染病疫情报告职责的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隐瞒、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
第三十八条 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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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疫情控制
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
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
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
制传播措施。
医疗机构对本单位内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必须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消毒和无害化处置。
第四十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时，
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传染病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划定疫点、疫区的
建议，对被污染的场所进行卫生处理，对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
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疫情控制方案；
(二)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对疫点、疫区进行卫生处理，向卫生行政部门提
出疫情控制方案，并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采取措施；

(三)指导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组织、指导有
关单位对传染病疫情的处理。
第四十一条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
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
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上级人民
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
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
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隔离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第四十二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
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
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
(二)停工、停业、停课；
(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
(四)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
(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
上级人民政府接到下级人民政府关于采取前款所列紧急措施的报告时，应当
即时作出决定。
紧急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第四十三条 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
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国务院可以决
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疫区内采
取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措施，并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
实施卫生检疫。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
施封锁；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
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
疫区封锁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第四十四条 发生甲类传染病时，为了防止该传染病通过交通工具及其乘运
的人员、物资传播，可以实施交通卫生检疫。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四十五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
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
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
关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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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条 患甲类传染病、炭疽死亡的，应当将尸体立即进行卫生处理，
就近火化。患其他传染病死亡的，必要时，应当将尸体进行卫生处理后火化或者
按照规定深埋。
为了查找传染病病因，医疗机构在必要时可以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
定，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进行解剖查验，并应当告知死者
家属。

第四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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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消毒可以使用的，应当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进行消毒处
理后，方可使用、出售和运输。
第四十八条 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指派的其他与传染病有关的专业技术机构，可以进入传染病疫点、疫
区进行调查、采集样本、技术分析和检验。
第四十九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供应单位应当及
时生产、供应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经营单位必
须优先运送处理传染病疫情的人员以及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第五章 医疗救治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和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网络的
建设，指定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或者根
据传染病救治需要设置传染病医院。
第五十一条 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建筑设计和服务流程，应当符合预防传
染病医院感染的要求。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
医疗器具，应当在使用后予以销毁。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传染病诊断标准和治疗要求，
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
第五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
护、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书写病历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妥善保管。
医疗机构应当实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
应当引导至相对隔离的分诊点进行初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应当
将患者及其病历记录复印件一并转至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
监督检查职责：
(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
督检查；
(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
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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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
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
进入被检查单位和传染病疫情发生现场调查取证，查阅或者复制有关的资料和采
集样本。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
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
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
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
物品，应当解除控制措施。
第五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应当不少于两人，并
出示执法证件，填写卫生执法文书。
卫生执法文书经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卫生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
绝签名的，卫生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五十七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对其工作人员
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现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及时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或
者不履行职责的，应当责令纠正或者直接予以处理。
第五十八条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
的监督。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
接到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五十九条 国家将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将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本级政府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
染病预防、控制、监督工作的日常经费。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传染病流行趋势，确定全国
传染病预防、控制、救治、监测、预测、预警、监督检查等项目。中央财政对困
难地区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给予补助。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流行趋势，在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项目范围内，确定传染病预防、控制、监督等项目，并保障
项目的实施经费。
第六十一条 国家加强基层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扶持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
地区的传染病防治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传染病预防工作的经费。
第六十二条 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
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部门制定。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
他物资，以备调用。
第六十四条 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
以及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并给予适当的津贴。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未依照本法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或者隐瞒、
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未及时组织救治、采取控
制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
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
报传染病疫情的；
(二)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传播时未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
(三)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未及时调查、处理单位和个人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传染病防治职
责的举报的；
(五)违反本法的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依照本法的规定履行传染病防
治和保障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
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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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报告、通报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
疫情的；
(三)未主动收集传染病疫情信息，或者对传染病疫情信息和疫情报告未及时
进行分析、调查、核实的；
(四)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依据职责及时采取本法规定的措施的；
(五)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
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第六十九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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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规定承担本单位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医院感染控制任务和
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
(三)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规定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
疗救护、现场救援、接诊、转诊的，或者拒绝接受转诊的；

(四)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内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
实施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置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者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医疗器具
未予销毁，再次使用的；
(六)在医疗救治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保管医学记录资料的；
(七)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
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第七十条 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
传染病疫情，或者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
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
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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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依法吊销采供血机构的执业许
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动物防疫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
职责的，由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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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法的规定优先运送处
理传染病疫情的人员以及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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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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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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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条 未经检疫出售、运输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野生动物、家畜
家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十六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
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
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据职责权限，责令停建、关闭。
第七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
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八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指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符合传染病病人和疑
似传染病病人诊断标准的人。
(二)病原携带者：指感染病原体无临床症状但能排出病原体的人。
(三)流行病学调查：指对人群中疾病或者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决定因素进行
调查研究，提出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及保健对策。
(四)疫点：指病原体从传染源向周围播散的范围较小或者单个疫源地。
(五)疫区：指传染病在人群中暴发、流行，其病原体向周围播散时所能波及
的地区。
(六)人畜共患传染病：指人与脊椎动物共同罹患的传染病，如鼠疫、狂犬病、
血吸虫病等。
(七)自然疫源地：指某些可引起人类传染病的病原体在自然界的野生动物中
长期存在和循环的地区。
(八)病媒生物：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人或者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的生物，如蚊、
蝇、蚤类等。
(九)医源性感染：指在医学服务中，因病原体传播引起的感染。
(十)医院感染：指住院病人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
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者入院时已处于
潜伏期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
(十一)实验室感染：指从事实验室工作时，因接触病原体所致的感染。
(十二)菌种、毒种：指可能引起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发生的细菌菌种、病毒毒
种。
(十三)消毒：指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者消除环境中的病原微生
物。
(十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从事疾病预防控制活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及与上述机构业务活动相同的单位。
(十五)医疗机构：指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机构。

第七十九条 传染病防治中有关食品、药品、血液、水、医疗废物和病原微
生物的管理以及动物防疫和国境卫生检疫，本法未规定的，分别适用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八十条 本法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