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概念和特征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

播严重危险的行为。本罪的主要构成特征是：  

1.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秩序。[1] 本罪所称的传染病是

甲类传染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如

果不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危险，不构成本罪。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了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

并引起了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1）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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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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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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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谓“传播”，即在一定的范围扩散；“有传播的严重危险”，是指虽然没有发生实际传

播的后果，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引起甲类传染病的扩散。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  

4.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会引起甲

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的严重危险，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

够避免。但是，行为人实施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可能是故意的。 [2]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 330 条规定，犯本罪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后果特别严重，一般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1）造成甲类传染病有在某一地区广泛传播危险的；（2）造成甲类传染病在某一地区

暴发或流行的；（3）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并致多人残疾或死亡的；（4）造成其他特别



严重的后果的，等等。单位犯本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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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个人犯本罪的规定处罚。 

二、非法组织卖血罪  

（一）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概念和特征  

非法组织卖血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擅自组织他人出

卖血液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是：  

1．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血液采集、供应的管理制度和公众的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本罪的行为对象只能是自愿卖血者，如果卖血者不是出于自愿，不能构成本

罪。  

2.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擅自组织他人出卖

血液的行为。所谓违反了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是指未经国家有关卫生行政部

门批准，不具有血液采集、供应许可资格或未受有关血液采供部门的指派或委托，擅自

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所谓擅自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是指在违反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

规定的前提下，以招募、雇佣、纠集、容留、引诱、串联、拉拢、诱骗等多种方法和手

段，策划、领导、指挥并安排、控制多人进行出卖血液活动。但是，暴力、威胁方法不

在本罪犯罪手段之列。如果以暴力、 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则构成强迫他人

卖血罪。  

3．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在实践中，从事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既有社会上的人

员，也有血站和医疗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内外勾结或者心照不宣，成为“血头”、“血

霸”，严重破坏国家的血液采集、供应管理制度，但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是非法的，

但为了牟取暴利仍然策划、领导、指挥他人进行非法出卖血液的活动。  

（二）非法组织卖血罪的认定  

认定本罪，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非法组织卖血罪行为，本身就是具有严重

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以刑法没有规定诸如情节严重、造成某种结果或后果等构成要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凡是实施了非法组织卖血的行为，不论情节和危害程度如何都以犯



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符合《刑法》第 13 条但书的规定的，不能认为

是犯罪。  

（三）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 333 条第 1 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该条第 2款的规定，实施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刑

法》第 234 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1]  

三、 医疗事故罪  

（一）医疗事故罪的概念和特征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

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本罪的主要构成特征是：  

1．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医疗工作的管理秩序和就诊人的生命和健康权利。

医疗单位的职责是治病救人，维护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为了保障医疗单位的正

常工作秩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医疗工作实施严格的管理。患者到

医疗单位就诊，有权获得与病情相适应的良好诊疗和护理服务。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

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医疗事故，不仅侵犯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同时还侵犯

了就诊人的生命和健康权利。  

2.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

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因此，本罪客观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要

件：  

首先，行为人在医疗护理工作中违反医疗规章制度，实施了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严重不负责任与违反医疗规章制度是紧密联系的。“诊疗护理工作中”，是构成本罪的

特定时间条件；“医疗规章制度”，是指国家或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单位制定的有关诊

断、处方、用药、麻醉、手术、输血、护理、化验、消毒、查房等各个医务环节的规章

制度和技术操作常规。“严重不负责任”，是指行为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

责。不负责任的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总之，违反规章制度是造成重

大医疗事故的原因，也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如果就诊人死亡或身体严重



受损，不是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的，就不能认为是医疗事故，也不能追究医

务人员的刑事责任。  

其次，必须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只有发生

这种危害后果，才是重大医疗事故。重大医疗事故分为造成病员死亡、造成病员严重残

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和造成病员残废或功能障碍三个等级。医疗事故的等级鉴定，应根

据卫生部制定的标准认定。无论是属于哪个等级的重大医疗事故，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但将影响量刑的轻重。如果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虽在诊疗护理中具有过错，但没有造

成上述特定危害结果的，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的

行为与上述特定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病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损的后

果不是由医务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行为所导致的，不能认为是犯罪。  

3．本罪由特殊主体即医务人员构成。所谓医务人员，是指经过卫生行政机关批准、

承认，或者经过各级机构、医药院校培养训练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并从事医疗实

践工作的各级各类医务人员，包括医疗人员、防疫人员、药剂人员、护理人员、医疗管

理人员、医疗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后勤服务人员以及其他医疗技术人员。既包括全民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也包括一切具有合法行医执照的个体开业者。

只有上述合法医务人员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其他人员即使是非法行医的人员不能构成

本罪。  

4．本罪在主观方面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造成

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

轻信能够避免，行为人对可能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主

观上持否定的态度。如果行为人在医疗护理工作中故意致死就诊人或故意严重损害就诊

人身体健康，则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  

（二）医疗事故罪的认定  

1．本罪与一般医疗事故界限。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都

有违反医疗规章制度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发生了重大医疗事故。重

大医疗事故是指下列情形之一：（1）造成病员死亡（一级医疗事故）；（2）造成病员

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二级医疗事故）；（3）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三

级医疗事故）。如果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的危害结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能



算一般医疗事故。造成一般医疗事故的行为，不能认为是犯罪，只能由医疗单位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2．本罪与医疗技术事故的界限。本罪是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违反规章制

度，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而医疗技术事

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过程中，由于个人业务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或者单位

技术设备条件限制等原因，造成就诊人功能障碍、残废或死亡事件。因此，不应按犯罪

论处。  

3.本罪与医疗意外的界限。所谓医疗意外，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由于病情或者病

人体质特殊而发生了医务人员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本罪与医疗意外的区别，主

要在于医务人员主观上是否存有过失。如果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损害，是由

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所致，则构成本罪；假如就诊人死亡或

身体健康遭受严重损害的结果，是由于医务人员不能预见或不能抗拒的原因引起的，则

属于医疗意外，根据《刑法》第 16条规定，不能认为是犯罪。  

4．本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首先，本罪的主体是医务人员，后者的主体是

直接从事生产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其次，本罪的危害结果仅限于就诊入死亡或身体健

康受到严重损害，后者的危害结果除了包括重大伤亡，还包括重大财产损失。根据这些

区别，医疗单位中不具有医护人员资格的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而发生事故的，或者医护

人员不是在诊疗活动中发生事故的，不应构成本罪，视情况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量刑。  

（三）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 335条规定，犯本罪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非法行医罪  

（一）非法行医罪的概念和特征  

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主

要特征是：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工作的管理秩序和就诊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利。

医疗机构和执业医生本来是以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为宗旨的，但是有一些未取得医生执

业资格的不法之徒，大钻我国某些地区当前缺医少药和群众看病难的空子，为了牟取非



法利润或其他利益，非法行医，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卫生医疗事业的管理秩序，往往损害

就诊人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就诊人死亡，因此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行医的行为。所谓非法行医，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

资格，非法开展诊疗活动。非法行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自己挂牌行医、有的在

药店坐堂看病、有的挂靠某个单位开业行医、有的冒充医生在医疗单位从业、有的在集

市摆摊看病或在城乡游串行医等等，无论以何种方式非法行医，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此外，还必须是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没有基本医疗知识，

欺骗就诊人、贻误治疗时机致使病情加重等情况。如果不是情节严重，不能成立本罪。  

3．本罪的主体是已满 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既可

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只要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的，都可能成为本

罪的主体。  

4．本罪在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为了

牟利而非法行医。但对非法行医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一般是出于过失，即行为人不希望

危害结果发生，也不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否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二）非法行医罪的认定  

1.罪与非罪的界限。非法行医案件罪与非罪行为的区分，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1）

非法行医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情节严重是成立本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如果非

法行医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不能构成本罪；（2）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如

果曾经作过医务工作，或者有治疗某种病症的技术和经验，出于好心善意为他人治病，

只要不是以牟利为目的，即使发生了一般医疗事故的，也不能以犯罪论处；假如严重损

害病人身体健康或造成病人死亡，主观上又存在过失的，可按过失重伤或过失致人死亡

罪处罚。  

2．本罪与医疗事故罪的界限。两者的区别在于：首先，犯罪的主体不同。本罪为

一般主体，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医疗事故罪为特殊主体，即合法从业的医务人

员。其次，主观方面不同。尽管两者对危害结果都持否定态度，但本罪表现为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目的是为了牟利；医疗事故罪则

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其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结果，因疏忽

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  



（三）非法行医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 336 条第 1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五、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  

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是指从事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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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后果严

重的行为。本罪客体是国家有关传染病菌种、毒种管理制度。本罪的对象是“传染病菌

种、毒种”，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 16 条的规定，包括三种类型的菌种、毒种，一

类包括鼠疫耶尔森氏菌、霍乱弧菌、天花病毒、艾滋病病毒；二类主要包括布氏菌、麻

风杆菌、肝炎病毒、狂犬病毒等；三类主要包括脑膜炎双球菌、链球菌、结核杆菌、乙

型脑炎病毒、流感病毒等。本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有违反有关规定，并且造成传染病菌种、

毒种扩散，并且后果严重的行为。所谓“违反有关规定”，主要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及

其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所谓“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是指因违反有关规定致

使传染病菌种、毒种在社会上扩散、传播。所谓“后果严重”，是指因传染病菌种、毒

种的扩散造成传染病暴发、流行或者有暴发、流行的重大危险。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必须是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病种、毒种的人员。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

失。  

根据《刑法》331 条规定，犯本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

重的，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后果特别严重”，是指因传染病菌种、毒

种的扩散造成甲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或者有暴发、流行的重大危险；造成传染病人范围

扩散；造成传染病扩散，患者死亡人数多等等。 

六、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是指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本罪客体是国家对国境卫生检疫的正常管理活动。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引起检疫

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的行为。所谓“检疫传染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

检疫条例》的规定，是指鼠疫、霍乱、黄热病、天花等传染病，其行为多表现为染疫人



或者染疫嫌疑人或者携带或进出口染疫物、染疫嫌疑物的人或单位在出入国境时，逃避

或者拒绝国境检疫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同时，其行为还必须引起检疫传染病传

播或者有引起传播的严重危险。有引起传播的严重危险是指虽未使他人感染上这种疾病，

但散播了大量的病菌或病毒，足以对人们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既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还包括单位。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  

认定本罪，应将本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加以区别。两者虽然都违反了有关传染病

预防、检查方面的规定，引起了传染病的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但在侵害的客体

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有区别：（1）二罪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本罪侵害的是国境卫生检

疫管理制度，后罪侵害的是国内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二是行为表现不同。本罪表现为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逃避对其人身和物品的检查。后罪表现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

行为；（3）危害结果不同。本罪的后果范围较广，除了引起甲类传染病，还包括其他

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传播的严重危险，如黄热病、天花、艾滋病等。后者只能是引起甲

类传染病的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  

根据《刑法》第 332 条规定，犯本罪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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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的规定处罚。 

七、强迫卖血罪  

强迫卖血罪，是指为了牟利或者其他非法目的，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

液的行为。本罪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是侵犯了国家的采供血管理秩序；二是侵犯了被强

迫人的人身自由和健康。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暴力、威胁等强制性手段，

违背卖血人的意志，迫使其出卖自身的血液。具体表现为使用殴打、禁闭、捆绑、恐吓、

折磨、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迫使他人屈从卖血。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本罪

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认定本罪，应注意将本罪与非法组织卖血罪加以区别。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

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行为人在组织他人卖血的过程中，如果同时

实施暴力或者威胁的，应当以本罪论处。  



根据《刑法》第 333 条第 1 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如果在实施强迫他人出卖血液过程中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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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是指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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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

对血液的采集、供应和血液制品的制作、供应的管理制度和受血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行为对象只能是血液和血液制品。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在没有

取得采供血机构执业许可证或采供血许可证前提下，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制作、供应

血液制品，且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已满 16

周岁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采集、供

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是非法的，而仍然实施这种行为。本罪多以牟取私利为

目的，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过失不构成本罪。  

根据《刑法》第 334 条第 1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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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

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九、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  

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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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行为。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血液的采集、供应或

血液制作、供应的管理制度和受血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行为对象只能是血液和血

液制品。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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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体只能

是单位，而且必须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用血液制品的部

门。在主观上为过失，即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持否定态度，既不是希望

也不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实施违规行为则可能是故意的。  

认定本罪，应注意将本罪与非法组织卖血罪加以区别。两者在外观上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但实际上有明显的区别：（1）行为性质不同。本罪实施的是非法采集、供应血



液的行为。后罪实施的是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行为；（2）成立既遂的条件不同。本罪

是危险犯，其非法采集、供应的血液不仅是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而且必须足以

危害人体健康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如果没有这种危险或实际损害的发生，

不能成立犯罪的既遂。后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行为，无论被组

织者实际上是否出卖了血液，出卖的血液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也无论是否足以危

害人体健康或发生危害人体健康的后果，都可成立犯罪既遂；（3）主体性质不同。本

罪的主体是单位，是纯正的单位犯罪，而后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构成。  

根据《刑法》第 334 条第 2款规定，犯本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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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十、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非法行医人员擅自为他人进行节

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

客体是国家对计划生育的管理秩序，选择客体是就诊人的身体和健康安全 [1] 。本罪

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擅自为他人进行计划生育手术。具体表现为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

术、终止妊娠手术以及摘取子宫内的节育器等五种行为。构成本罪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

为。所谓“情节严重”一般包括：非法行医屡教不改；为多人进行假节育手术；致就诊

人身体严重损害；使计划生育遭到破坏；出现多生、早生等情节。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需要注意。该犯罪主体必须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如果已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

实施这类行为，则不构成本罪。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无权为他人

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但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出于其他私利考虑而实施这种行为。根据

《刑法》第 336 条第 2款规定，犯本罪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一、逃避动植物检疫罪  

逃避动植物检疫罪，是指违反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故意逃避动植物检疫，

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管理秩序和公众的

健康。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规定的行为，即输入、输出或者过

境运输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不按本法规定在进出境口岸接受口岸动植物



检疫机关工作人员的检查，不按法律规定处理带有病虫害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

检疫物，引起动植物重大疫情发生的结果。所谓“动植物重大疫情”，是指引起动物一、

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或者植物危害性病、虫、杂草等的暴发、流行或者传播、滋生、

蔓延的情况。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单位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根据《刑法》第 337 条规定，犯本罪，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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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