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9

消毒产品及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01A
XD001B

XD001

XD001C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的

裁量标准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逾期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未改正的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造成
消毒管理组织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造成感染

XD002A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的

XD002C

XD003A
XD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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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情节

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损害后果的

XD002D

XD003

法律依据

XD001D

XD002B
XD002

违法行为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逾期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未改正的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造成
消毒管理制度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造成
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未执行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未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和规定的
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未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03C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和规定，逾期未改正的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医疗卫生机构未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
以下罚款。
和规定，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03D

医疗卫生机构未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
和规定，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04A

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检测工作的

XD004B
XD004

XD004C

XD004D

XD005A
XD005B

XD005

XD005C

XD005D

XD006

XD006A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检测工作，逾期未改正的
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
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检测工作，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检测工作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
检测工作，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训、掌握消毒知识的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训、掌握消毒知识，逾期未改正的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
训、掌握消毒知识，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训、掌握消毒知识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
以下罚款。
训、掌握消毒知识，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
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严格执行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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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06B

XD006C

裁量标准

员未按规定严格执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消毒隔离制度的
消毒隔离制度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严格执行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消毒隔离制度，逾期未改正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严格执行
消毒隔离制度，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07A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器官的医疗用品未达到灭菌要求的

XD007C

XD008A

XD008B
XD0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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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情节

XD006D

XD007D

XD008

法律依据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严格执行
消毒隔离制度，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07B

XD007

违法行为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
器官的医疗用品未达到灭菌要求，逾期未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改正的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
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器官的医疗用品未达到灭菌要求，造成感
器官的医疗用品未达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
到灭菌要求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
器官的医疗用品未达到灭菌要求，造成感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
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各种注射、穿刺、采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血器具未做到一人一用一灭菌的
各种注射、穿刺、采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各种注射、穿刺、采
器具未做到一人一用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血器具未做到一人一用一灭菌，逾期未改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一灭菌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正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各种注射、穿刺、采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血器具未做到一人一用一灭菌，造成感染
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
的

XD008D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
器官的医疗用品未达到灭菌要求，造成感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
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09A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接触皮肤、粘膜的器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械和用品未达到消毒要求的

XD009B
XD009

XD009C

XD009D

XD010A

XD010B
XD010
XD010C

XD010D
XD011

XD011A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接触皮肤、粘膜的器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械和用品未达到消毒要求，逾期未改正的
接触皮肤、粘膜的器械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接触皮肤、粘膜的器
和用品未达到消毒要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械和用品未达到消毒要求，造成感染性疾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求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接触皮肤、粘膜的器械和
用品未达到消毒要求，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用后未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用后未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逾期未改正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的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用后未及时进行无害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用后未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造成感染性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化处理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用后
未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购进消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购进消毒产品未建立并执行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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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11B

XD011C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毒产品未建立并执行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的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购进消毒产品未建立并执行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逾期未改正的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医疗卫生机构购进消毒产品未建立并执行
以下罚款。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11D

医疗卫生机构购进消毒产品未建立并执行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
果的

XD012A

医疗卫生机构的环境、物品不符合国家有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关规范、标准和规定的

XD012B
XD012

XD012C

XD012D

XD013A

XD013B
XD013

XD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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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的环境、物品不符合国家有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关规范、标准和规定，逾期未改正的
医疗卫生机构的环境、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医疗卫生机构的环境、物品不符合国家有
物品不符合国家有关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关规范、标准和规定，造成感染性疾病暴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规范、标准和规定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的环境、物品不符合国家有关
规范、标准和规定，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排放废弃的污水、污物未按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排放废弃的污水、污物未按
医疗卫生机构排放废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逾期未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弃的污水、污物未按照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改正的
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医疗卫生机构排放废弃的污水、污物未按
害化处理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造成感
以下罚款。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
果的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XD013D

医疗卫生机构排放废弃的污水、污物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造成感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
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14A

医疗卫生机构运送传染病病人及其污染物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品的车辆、工具未随时进行消毒处理的

XD014B

XD014

违法行为

XD014C

XD014D

XD015A

XD015B
XD015
XD015C

XD015D

医疗卫生机构运送传染病病人及其污染物
品的车辆、工具未随时进行消毒处理，逾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期未改正的
医疗卫生机构运送传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运送传染病病人及其污染物
染病病人及其污染物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品的车辆、工具未随时进行消毒处理，造
品的车辆、工具未随时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
进行消毒处理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害后果的
以下罚款。
医疗卫生机构运送传染病病人及其污染物
品的车辆、工具未随时进行消毒处理，造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
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
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未采取有效消毒措施的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
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
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 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染性疾病暴发、流行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未采取有效消毒措施，逾期未改正的
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 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
生健康行政部门或未
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 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
采取有效消毒措施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以下罚款。
未采取有效消毒措施，造成感染性疾病暴
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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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未采取有效消毒措施，造成感染性疾病暴
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
后果的
XD016A

XD016B
XD016
XD016C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 2 个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
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及以上消毒产品存在命名、标签（含说明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位生产经营的消毒产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 书）不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规定的
品的命名、标签（含说
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 违反本办法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
明书）不符合国家卫生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健康委有关规定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后果的

XD016D

违反本办法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
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17A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不真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实的

XD017B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 2 个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 及以上消毒产品存在的标签（含说明书）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 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和宣传内容不真实的

XD017C

位生产经营的消毒产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品的标签（含说明书）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 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不真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和宣传内容不真实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实，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17

XD0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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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产品存在命名、标签（含说明书）不符合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规定的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不真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实，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
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18A

XD018B

XD018

XD018C

XD018D

XD019A

XD019B

XD019

XD019C

XD019D

XD020

XD020A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出现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 2 个
及以上消毒产品存在的标签（含说明书）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
和宣传内容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
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位生产经营的消毒产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
品的标签（含说明书）
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出现
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和宣传内容出现或暗
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造成感染性疾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所生产经营的消毒
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出现
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造成感染性疾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
损害后果的
生产经营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无新消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毒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消毒产品
生产经营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无新消
毒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消毒产品 2 种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的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
及以上的
生产经营无生产企业 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无新消
卫生许可证或新消毒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
毒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消毒产品，造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 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
件的消毒产品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害后果的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无新消
毒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消毒产品，造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
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生产经营的消毒产品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 生产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或产品卫生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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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20B

XD020C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 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消毒产品
或产品卫生质量不符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 生产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或产品卫生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的罚款
合要求
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 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消毒产品 2 种及以上的
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生产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或产品卫生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消毒产品，造成感染性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疾病暴发 1-4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XD020D

XD021A
XD021B
XD021

XD021C

XD021D

XD022A

XD022

XD022B

XD0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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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或产品卫生
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消毒产品，造成感染性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
身损害后果的
消毒服务机构消毒后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准和要求的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
消毒服务机构消毒后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
消毒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准和要求，逾期未改正的
消毒服务机构消毒后 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
消毒服务机构消毒后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
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 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感
准和要求，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1-4 例，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准和要求
染性疾病发生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元以下的罚款：消毒后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准
消毒服务机构消毒后的物品未达到卫生标
和要求的。
准和要求，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例数达到 5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例及以上或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 5 万元罚
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依照法律、行政 货值金额不足 5000 元的
款
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 法规规定生产、销售产品需要取得许可证照或
从事消毒产品生产经 者需要经过认证的，应当按照法定条件、要求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营活动或者生产、销售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从 货值金额达到 5000 元及以上不足 1 万元的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 10 万元
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消 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
罚款
毒产品
求产品的，由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 货值金额达到 1 万元及以上的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22D

XD022E

XD023

XD023

XD024A

XD024

XD024B

XD024C

XD025A
XD025
XD025B
XD025C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材料等物品，货值金额不足 5000 元的，并处 造成严重后果的
吊销许可证
5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5000 元以上不足 1 万元
的，并处 10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罪等犯罪的
照；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已取得生产企业卫生
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生产经营者不再
许可证的消毒产品生
已取得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消毒产品生
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产企业不再符合法定
产企业不再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继续从 吊销许可证
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并在当地主
条件、要求，继续从事
事生产经营活动
要媒体上公告被吊销许可证照的生产经营者
生产经营活动
名单；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四款：依法应当取得许 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
可证照而未取得许可证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未 的，由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
取得生产企业卫生许 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 货值金额达到 1 万元及以上的
可证从事消毒产品生 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材
产经营活动
料等物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0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非法经 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营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 10 万元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

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 2 万元以
的特别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违反前款规定，货值金额不足 5000 元的
生产的消毒产品添加
下的罚款
违法使用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的，
国家规定禁用的抗生
由农业、卫生、质检、商务、药品等监督管理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素、激素、抗真菌药物
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 货值金额达到 5000 元及以上不足 1 万元的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 5 万元罚
等物质
足 5000 元的，并处 2 万元罚款；货值金额 5000
款
元以上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罚款；货值 货值金额达到 1 万元及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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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25D
XD025E

XD026A

XD026
XD026B

XD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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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 造成严重后果的
品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

裁量标准
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吊销许可证
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消毒产品
的特别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生产企业和销售 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发
处货值金额 3 倍罚款
者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由农业、卫生、质 全造成损害的，未履行主动召回产品等义
现其生产的消毒产品
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 务
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
自职责，责令生产企业召回产品、销售者停止
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销售，对生产企业并处货值金额 3 倍的罚款，
造成损害的，未履行主
对销售者并处 1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
吊销许可证
动召回产品等义务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照。

XD027A

经营单位发现其销售的消毒产品存在安全
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
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消毒产品经营单位发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害的，未履行立即停止销售产品等义务，
现其销售的消毒产品 的特别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生产企业和销售 继续销售该产品的收入不足 5000 元的

XD027B

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 者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由农业、卫生、质 经营单位发现其销售的消毒产品存在安全
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 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
造成损害的，未履行立 自职责，责令生产企业召回产品、销售者停止 害的，未履行立即停止销售产品等义务，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即停止销售产品等义 销售，对生产企业并处货值金额 3 倍的罚款，继续销售该产品的收入达到 5000 元及以上
务
对销售者并处 1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不足 1 万元的

XD027C

XD028

违法行为

XD028A

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经营单位发现其销售的消毒产品存在安全
照。
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
害的，未履行立即停止销售产品等义务，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继续销售该产品的收入达到 1 万元及以上
的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家卫
毒产品不符合国家卫 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生标准和卫生规范，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没收违法所得，可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标准和卫生规范，导 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由县 流行的

职权编码

新裁量
基准编码
XD028B

XD028C

XD029A
XD029B
XD029C
XD029

XD029D

XD030A
XD030B
XD030C
XD030

XD030D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标准

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家卫
没收违法所得，处 1 万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病传播、流行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标准和卫生规范，导致传染病传播 1-4
款；可暂扣许可证
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 例的
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家卫
没收违法所得，处 3 万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任：（三）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 生标准和卫生规范，导致传染病传播例数
款；可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达到 5 例及以上或者流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初次发现的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曾因同种违法行为受警告行政处罚的
务单位用水或使用的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曾因同种违法行为受罚款行政处罚的
洗涤剂、消毒剂不符合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
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卫 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
生规范
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或者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前款
规定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初次发现的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曾因同种违法行为受警告行政处罚的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曾因同种违法行为受罚款行政处罚的
务单位出厂的餐具、饮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
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 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
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或者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前款
规定给予处罚。

警告
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警告
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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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初次发现的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曾因同种违法行为受警告行政处罚的
务单位未按规定在消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曾因同种违法行为受罚款行政处罚的
毒后的餐具、饮具独立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
地址、联系方式、消毒
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
日期以及使用期限等
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内容
或者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前款
规定给予处罚。

裁量标准

警告
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产停业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拒绝、阻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
挠、干涉有关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
责令停产停业，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拒绝、阻挠、干涉
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
下罚款
务单位拒绝、阻挠、干 有关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食品安
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未造成食品安全事
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风险监测和风险
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 评估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拒绝、阻
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令停产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挠、干涉有关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
事故调查处理、风险监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
责令停产停业，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
测和风险评估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款
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造成食品安全事故
罚。
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