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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9 条规定，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

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依法从严惩处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

的行为。

对于哄抬物价的行为，律师指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14

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

上涨的，属于不正当价格行为。此

案中，涉事药店销售口罩的进销价

差率达 150%以上，最高的竟然达到

353.33%，且经执法人员告诫后部分

产品进销价差率仍达到 220%，性质

较为恶劣，影响较大，情节较为严

重，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可以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

下罚款，甚至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

或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

律师提醒广大经营者，切勿在疫

情期间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扰乱市

场秩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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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疫情期间哄抬物价、牟取

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

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

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文/李艳

编辑同志：

去年 7 月 27 日我将餐饮店铺经营权转让给张某，合同约

定转让费为 12 万元，分三次于去年 9 月 27 日前全部结清，合

同上约定了违约责任，双方签字同意。现在张某将店铺于 10

月底再次转手，并且到现在还未结清当初受让时候的尾款，

以及违约造成的违约金，并且失去联系。后来对方曾联系过

我，我要求打借条，他佯装答应后再次失联，有短信记录，也

有转让合同以及收款记录，现在我准备起诉张某。但我是未

经房东同意转让的店铺经营权，并且我与房东签署的租赁合

同中曾约定不得转租。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张某索赔

是否合法？

读者 谭智

谭智：

你未经房东同意擅自转让店铺，不但违反了你与房东之间

签订的租赁合同，同时你与张某之间的转让合同会涉嫌无效，

你主张张某支付尾款的诉求恐不能获得支持。假设你起诉张

某后，房东原本正苦于没有证据证明你将房屋转让给下家，现

你起诉张某的证据将在法院归档留存，房东会拿着这些证据到

法院起诉你违约转租房屋，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你支付违

约金。故建议你寻找更合适的方法，处理好你与房东、你与张

某之间的法律关系，降低自身的风险。

编辑同志：

今年一月份，我收到快递，因正好出差，没有马上验收和拆

快递。半月后出差回来拆开快递，发现邮寄的电脑内部损毁严

重。我向快递客服投诉，并上传了机器损毁图片，他们给我的

回复是不予赔付，理由是我过了较长时间才拆快递，我当时寄

快递时买了价值 5000 元的保险。现在，快递方表示他们一点

责任都没有。请问，我是否能挽回一定的损失？ 读者 刘磊

刘磊：

根据 2019 年修正的快递暂行条例的相应规定，快递公司

存在一定责任。首先，根据此条例第 31条的规定“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收寄快件，应当依照邮政法的规定验视内件，并作出

验视标识。寄件人拒绝验视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

寄”。其次，你在寄快递时买了价值 5000元的保险，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 27条的规定“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

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

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

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即你已经将电脑保价的

情况下，快递公司应当根据保价规则向你承担赔偿责任，建议

你查询购买保险时的相关单据后，向快递公司主张权益。

货物损毁严重 如何挽回损失

编辑同志：

上月，我请朋友喝酒，喝得并不多。之后，朋友执意要开车

回家，我劝了一下就没有过多阻止，没想到朋友在路上出车祸

撞死了人。经公安机关认定，朋友是酒驾，没有达到醉驾标

准。请问，我需要承担责任吗？ 读者 马华

马华：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以及现阶

段的司法实践，你作为共同饮酒人在饮酒过程中是需要对其他

同饮人负有提醒、劝阻、通知的义务，对醉酒者负有看扶、照顾、

护送的义务。你所述你是喝酒的发起人，则对朋友的劝阻义务

由此强化。你朋友在喝酒的情况下执意开车，因酒驾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你作为同饮者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需要对

因交通事故受害的相对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你对朋

友存在过劝阻的行为，如果可以合理举证则可减少或者免除责

任的承担。

朋友酒后撞死人 酒友是否担责

转让店铺对方违约 索赔是否合法

涉疫情违法犯罪

这些法律“红线”莫碰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近日，笔者通过对疫情防控期间发生

的典型违法案例以案释法，提醒大家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近日，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进入

某公租房小区，因其未戴口罩，被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拦下。面对戴上口

罩的要求，王某拒不配合，并大声辱

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将桌子上的

物品、文件掀翻在地，造成公共场所

秩序混乱。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处置，王某仍暴力阻碍公安民警执

法。随后，民警将王某强制传唤至派

出所接受调查。目前，王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办理中。

案例1 不戴口罩大闹小区 男子被刑拘

律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 277 条第 1 款规定，以暴力、威

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3款规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

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妨

害公务罪的规定处罚。《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5款规定，暴力袭击正在

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妨

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3条规定，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

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任意

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等寻

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

构成寻衅滋事罪，处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管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就出台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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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8条也明确

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

履行为防治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

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77 条第 1 款、第

3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王某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执行

疫情防控措施，在工作人员劝说时故

意辱骂，毁坏物品文件，其行为已经

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同时，其在民

警处置时仍暴力阻碍民警执法，其行

为还涉嫌妨害公务罪，应当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律师提醒，抗击疫情需要每一名

公民的共同努力，疫情面前，人人都

应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释法 涉嫌妨害公务 依法追究刑责

案例2 男子强闯检测点被行拘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一男子却因急着赶路，不但拒绝防

疫检测，竟然强行冲卡，被警方行政

拘留 5日。

刘某驾驶一辆皮卡车经过疫情

检测卡点，见接受防疫检测的车辆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着急的刘某在

工作人员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测时，

不听指挥，拒绝接受检测并强行驶

离卡点。

随即，民警将刘某拦获并传唤讯

问，刘某对拒不配合检测并冲卡驶

离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警

方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的

处罚。

释法 阻碍警察执法 应受相应处罚
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规定，拒

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强行

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

区的，可处警告或 2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阻碍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

罚。

刘某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听指挥，

拒绝接受检测并强行驶离卡点，属

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的行为，应受到相应治安处罚。

案例3 药店哄抬口罩价格被罚100万元
1 月 23 日，某市 12358 价格举报

平台接到一条线索，一市民举报称，

某药房的医用口罩不但没有明码标

价，还乱涨价。

接到线索后，某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前往该药店检查发现，这家

药店以每个 38 元的价格购进上海产

3M口罩 100个，以每个 98元的价格销

售，进销价差率 157.89%；以每盒 15
元的价格购进四川产随弃式口罩 75
盒，以每盒 68元的价格销售，进销价

差率 353.33%；以 10元每包的价格购

进江西产一次性口罩 30 包，每包 25
元的价格销售，进销价差率 150%。

这家药店的行为涉嫌哄抬物价，执法

人员当场责令其整改。

经立案调查，这家药店的行为违

反了价格法的相关规定，某市场监督

管理局责令当事药店改正其违法行

为，并给予其罚款 100 万元的行政处

罚。

释法 哄抬物价情节严重可认定非法经营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