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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文章对 圆园员缘 年江苏省非法行医罪审结案件进行筛选和分析，了解犯罪成因及行政执

公共卫生安全风
法、刑事审判对遏制非法行医的作用。非法行医罪行为人绝大多数属于无业游医，
险非常大；非法行医高发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及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县，医疗服务可及性较低是非法
行医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卫生行政监督对于发现非法行医犯罪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部分司法机
关对非法行医犯罪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处罚过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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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犯罪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常见的犯罪
现象袁对医疗管理秩序及大众生命健康安全有着极
大的危害性遥 对非法行医犯罪现象进行实例研究袁
有利于把握非法行医行为的一般规律袁从而为卫生
监管工作的完善提供有益建议遥 本文从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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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均记载有非法行医案件袁发生 猿 例的有南京尧
镇江尧扬州和盐城袁常州 源 例袁无锡尧南通各 远 例袁

苏州尧淮安各 员园 例袁徐州 员员 例袁宿迁 圆园 例袁连云
港 圆员 例遥 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袁将 员猿 个地级市划分

为苏南地区渊南京尧苏州尧无锡尧常州尧镇江冤尧苏中

院官方网站野中国裁判文书网冶收集相关案例 遥 遴

地 区 渊 扬 州 尧 泰 州 尧 南 通 冤尧 苏 北 地 区 渊 连 云 港 尧 徐

罪冶袁在判决年份栏输入野圆园员缘 年冶袁法院地域栏输入

法行医 案件 发 生 例 数 最 多 渊远缘援园豫 冤袁 其 次 为 苏 南

咱员暂

选案例的条件和步骤是院在案由栏输入野非法行医

野江苏省冶袁共检索出 员员猿 篇相关法律文书渊检索日期

州尧盐城尧宿迁尧淮安冤遥 从全省来看袁苏北地区非
地区渊圆远援园豫冤遥

为 圆园员远 年 远 月 圆圆 日冤遥 其中袁 一审刑事判决书 怨愿

件袁一审刑事裁定书 圆 件袁二审刑事判决书 员 件袁二

渊二冤区县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
为了探究非法行医罪案发的规律袁 本文对区县

审刑事裁定书 员 件袁刑罚变更裁定书 员员 件遥 二审案

级法院 圆园员缘 年审理非法行医罪的情况进行了进一

确有悔罪表现或系为自首遥 因一审裁定书及刑罚变

列出袁其中 怨 个地级市 员圆 家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超

件中当事人不服上诉的缘由是认为原判量刑过重袁
更刑事裁定书不包含非法行医犯罪构成要件信息袁

予以剔除袁涉及定罪量刑的案件一共 员园园 件遥 案例

步分析袁将案件审理数量超过 猿 件渊含 猿 件冤的法院
过 猿 件渊表 员冤遥

渊三冤非法行医罪的定罪情节
根据刑法第 猿猿远 条规定袁 只有非法行医情节严

遴选完毕之后袁 阅读尧 分析文书袁 编制表格袁用
耘载悦耘蕴 圆园园苑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录入及分析遥

一尧江苏省各地区法院审理案件简况
渊一冤江苏 员猿 个地级市定罪案件数量统计

圆园员缘 年度江苏省除了泰州市袁 其他 员圆 个地

重的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尧 造成就诊人死
亡的袁才构成非法行医罪遥 犯罪情节是刑法理论中
的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袁在认定野情节严重冶的
过程中袁 应当考察相关的犯罪情节是否在犯罪过
程中实施以及是否和犯罪行为及行为人有直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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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非法行医案件的法院渊猿 例以上冤
法院

案件数

浦口区人民法院
江阴市人民法院
新沂市人民法院
武进区人民法院
相城区人民法院
海门市人民法院
东海县人民法院
灌南县人民法院
淮阴区人民法院
淮安区人民法院
宿豫区人民法院
沭阳县人民法院

园猿
园缘
园愿
园猿
园猿
园源
员猿
园远
园缘
园猿
园猿
员缘

占全市非法行医案件
比例渊豫冤
员园园援园
园愿猿援猿
园苑圆援苑
园苑缘援园
园猿园援园
园远远援苑
园远员援怨
园圆愿援远
园缘园援园
园猿园援园
园员缘援园
园苑缘援园

系咱圆暂遥 最高人民法院叶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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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的案件遥

三尧非法行医犯罪刑罚适用
渊一冤刑法种类及刑期分布
在 怨圆 例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案件中袁源愿 例

适用了 猿 年以下有期徒刑袁猿园 例适用了拘役袁员 例管
制处理袁此外有 员猿 例单处罚金曰造成就诊人一般损
害的 员 例案件中袁行为人被判处 猿 年以下有期徒刑曰

在造成就诊死亡的 苑 例案件中袁猿 例被判处 员园 年以
上有期徒刑袁圆 例被判处 猿耀员园 年的有期徒刑袁圆 例
被判处 猿 年以下有期徒刑遥

此外袁经统计袁有 源 例涉及就诊人死亡的案件存

在减轻处罚情形渊在法定刑罚幅度之下量刑冤袁有 怨缘
件案例存在从轻处罚的情况遥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曳渊以下简称野最高院叶解

渊二冤缓刑适用情况

释曳冶冤进一步规定袁只有非法行医屡教不改或者使用

员园园 例非法行医罪案件中袁有 远圆 例案件的行为

假药尧劣药等 缘 种情况下方可认定为野情节严重冶遥

人被适用缓刑遥 适用缓刑的案件中袁法院大多认为袁

在 员园园 例非法行医案件中袁有 苑 例造成了就诊人的

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构成非法行医罪袁 但是社会危害

死亡曰怨圆 例案件均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

性相对较小袁并如实坦白犯罪事实袁认罪态度较好遥

处罚两次以后袁再次非法行医的情形曰员 例为使用假

未造成就诊人明显人身损害的袁多适用缓刑袁其中有

药尧劣药等曰员 例造成就诊人身体一般功能障碍渊其

猿 起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案件在减轻处罚的基础上袁

中 员 例案件的行为人同时存在使用假药尧劣药等袁造
成了就诊人死亡的情节袁数据上有重叠冤遥

二尧非法行医犯罪的相关特征
渊一冤犯罪行为人的身份特征
经过分析袁员园园 例非法行医案件中袁有 猿 例案件

最终也适用了缓刑遥

四尧分析与讨论
渊一冤 非法行医罪行为人绝大多数属于无业游
医袁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非常大
刑法第 猿猿远 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主体是 野未取

的行为人具有医师执业资格袁缘 例是有乡村医生资

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冶袁而未使用野执业医师资格冶

格袁怨怨 例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遥 绝大部分案件

的说法遥 这表明袁刑法对行医合法性的要求不仅限

的行为人未取得任何资格袁 没有起码的行医能力袁几

于行为人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袁 还要考察其有无依

乎全部的非法行医犯罪发生在非正规医疗机构当中遥

法注册袁及是否在合法机构行医遥 否则袁均被认为

渊二冤非法行医犯罪所涉领域

是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冶遥 实际上袁医疗安全保障

根据文书的查阅尧分析袁本研究发现袁非法行医行

既依赖于医者个人的技术水平袁 也依赖于其所在

为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内科常见病的治疗袁 多以不标

机构的设备设施条件袁还依赖于医疗助手尧护士尧

明主治疾病范围的无名诊所渊远苑 例冤形式存在曰其次是

医技人员等各方的有效配合袁三者缺一不可咱猿暂遥 在

牙科诊所渊圆猿 例冤的形式袁苏北地区的牙科非法行医行
为较为严重曰药店渊远 例冤尧整形美容渊员 例冤尧中医渊猿 例冤
等领域也有少量的非法行医犯罪存在遥

江苏省 圆园员缘 年审结的 员园园 例案件当中袁怨怨 例未取

得 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曳袁愿愿 例的行为人没有任
何行医资格袁缘 例行为人具有乡村医生资格遥 没有

渊三冤非法行医致人伤害的原因

任何行医资格尧没有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曳袁这些

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伤害院造成就诊人轻度残

人属于典型的无业游医袁 他们不具有起码的行医

疾尧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员 例袁造成就

能力袁且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袁由此带来的公共卫

疗美容袁术后致被害人面部损伤曰造成就诊人死亡是

渊二冤非法行医高发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及外来人

诊人死亡 苑 例遥 手术失误是行为人为被害人实施医

生安全风险可想而知遥

由于药物过敏造成就诊人过敏性休克渊猿 例冤袁治疗

口较多的区县袁医疗服务可及性较低是深层次原因

不恰当尧不及时渊源 例冤等袁未出现手术失误导致就诊

毫无疑问袁 非法行医罪的案发率与卫生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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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部分司法机关对非法行医犯罪社会危害性

低也与经济发展等因素有关遥 在江苏省 圆园员缘 年审

认识不足袁处罚过轻

后的苏北地区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苏南尧苏中地

中袁绝大部分存在从轻处罚的情况渊怨怨 件冤袁很大比

区共计 猿缘 例遥 圆园员缘 年袁苏北沭阳县尧东海县尧新沂

例的案件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 渊拘役或管

苏南的绝大部分县市遥 此外袁苏南外来人口较多的

大幅度地减轻了处罚曰员园园 例案件中袁有 远圆 例适用

结的 员园园 例案件中袁远缘 例发生在经济水平相对落

市审结的案件分别为 员缘 例尧员猿 例尧愿 例袁大大高于

地区非法行医罪也相对高发遥 南京市浦口区法院
圆园员缘 年审结非法行医罪案件 猿 例 渊占全市该类案
件的百分比为 员园园援园豫冤袁无锡江阴市法院审结 缘 例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袁在 员园园 起非法行医罪案件

制冤遥 造成就诊人死亡的 苑 例案件中袁有 源 例被较

了缓刑袁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案件中袁有 猿 例也适用
了缓刑曰员园园 例案例中袁只有 圆 例是二审案件袁非法
行医罪被告人服从判决的很多遥 这些数据均显示袁

渊占全市该类案件的百分比为 愿猿援猿豫冤袁常州市武进

司法机关对非法行医犯罪的处罚过于宽松遥 实际

苑缘援园豫冤袁南通海门市法院审结 源 例 渊占全市该类

害或财产犯罪袁 非法行医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审结的案件均不超过 猿 例袁 且占比很低遥 上述区

非法行医所涉足的大多是内科尧 牙科等安全风险

区法院审结 猿 例 渊占全市该类案件的百分比为

上袁 非法行医罪的社会危害性不亚于其他人身伤

案件的百分比为 远远援苑豫冤袁苏南尧苏中其他区县法院

健康安全造成威胁以及破坏医疗卫生管理秩序遥

县袁有的是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渊如江阴尧海门冤袁有

低的领域袁个案当中未必存在人身伤亡的后果遥 但

的处于城市郊区 渊如南京市浦口区尧 常州市武进

是从宏观层面上讲袁 非法行医的安全风险是相当

大遥 经济不发达地区及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县有更

造成了就诊人死亡的后果遥 此外袁非法行医还存在

区冤袁外来人口越多袁非法行医行为生存的空间越

多的人面临着野看病难尧看病贵冶的问题 咱源暂袁这些地
区的医疗资源配置也相对不足袁 不少患者的医疗

服务支付能力甚为有限袁 他们因此会转而寻求低
廉尧便捷的非法诊疗机构就医遥
渊三冤卫生行政监督对于发现非法行医犯罪行为

大的袁本文涉及的 员园园 例非法行医案件中袁有 苑 例
导致传染病流行等其他风险袁这种风险一旦发生袁
损失将会相当惨重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渊一冤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袁完善医疗保
障制度袁解决基层大众的看病难题

起到了积极作用
非法行医罪案发的原因不外乎群众举报或控

苏北地区卫生资源相对薄弱袁 非法行医也相对

告尧 卫生行政执法部门移交或者因涉及受害人伤害

高发遥 圆园员缘 年袁沭阳县审结非法行医罪的数量最多袁

或死亡而被公安部门发现遥 实践中袁非法行医大多

它所在的宿迁市恰恰是当年医改野市场化冶的前沿阵

集中于内科尧牙科尧中医科等低风险领域袁其致人死

地遥所以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对解决基层百

亡或伤害的案件毕竟属少数遥 而且袁很多情况下非

姓看病难题非常重要遥 现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多集中

法行医人自知理亏袁积极赔偿袁受害方选择沉默遥从

在县以上的城市袁而农村及偏远地区缺医少药袁所以

圆园员缘 年江苏省的情况看袁员园园 例案件中袁怨圆 例因符

应开展社区卫生服务袁扩大卫生服务中心渊站冤的覆

合最高院叶解释曳规定的野行政机关处罚两次而再

盖袁加强基层卫生服务建设袁完善基层三级医疗服务

次行医冶情形而定罪袁因致人死亡尧伤害或用假劣

网络袁使各种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做到科学分工咱苑暂袁同

药等而案发的只占 愿 例遥 此外袁数据显示袁案发率

时袁 也需要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

袁都曾有打击

力遥 此外袁还应当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袁让所有人都能

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报道遥 新闻报道资料还显示袁

参与农保尧社保等形式的医疗保险袁并解决异地报销

由于沭阳县曾经专门对无证经营的牙科诊所开展

等问题袁提高报销的便捷性咱愿暂遥 总之袁应当保证群众

较高的区县袁如新沂市

咱缘暂

及沭阳县

咱远暂

过执法行动袁所以沭阳县 圆园员缘 年审理的非法行医

在正规医疗机构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得费用合理的医

犯罪绝大部分集中于牙科领域遥 如果离开了卫生

疗服务袁从根本上使非法行医失去需求市场袁从而遏

行政监督袁那么袁怨圆豫的犯罪行为将不会被发现尧被

制非法行医的发生遥

追究遥 另一方面袁我们也不无忧虑地发现袁这么多
的非法行医者在受到两次行政处罚之后仍然继续
行医袁 行政处罚应有的遏制违法功能并没有得到
良好实现遥

渊二冤改进卫生监督执法袁发挥行政手段对非法
行医的直接打击作用
卫生监督执法对打击非法行医犯罪具有积极作
用遥江苏省 圆园员缘 年审结的 员园园 例案件中袁绝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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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野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冶而构成犯罪遥 但

起不到应有的威慑尧教育功能袁而且降低了刑法应有

是袁如果过度依赖刑罚手段打击非法行医犯罪袁那也

的严肃性袁也更谈不上强化规范意识功能了遥 如上文

表明卫生行政执法行为未能起到应有的惩戒功能遥

所言袁从江苏省 圆园员缘 年的审判情况看袁司法机关对非

叶执业医师法曳第 猿怨 条规定袁野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

法行医罪量刑存在过于宽松的现象遥 我们认为袁非法

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行医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袁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

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袁 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尧器

是较为合理的袁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减轻尧从轻处

械袁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遥 冶如果卫生监管部门都能

罚相关制度袁依法裁判袁不枉不纵遥

违法所得尧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袁大部分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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