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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某 女，34

岁 

天津 1月 25 日天津 夸大全国和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人数 

微信群 虚构信息在微信群散布 行政拘留 5日 中新网 

2 奚某 女，29

岁 

1月 24 日天津 编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人

数的不实言论 

朋友圈 散布谣言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澎湃 

3 刘某 男，26

岁 

重庆 1月 23 日重庆铜

梁区 

“江北盘溪、石马河地区已被警方

封锁” 
微信群 道听途说后，为博人眼

球，编造、散布谣言，制

造恐慌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观察者 

4 王某 女，35

岁 

1月 23 日重庆沙

坪坝区 

“重庆沙坪坝、江北区、渝北区开

始管制” 
朋友圈 道听途说后，为博人眼

球，编造、散布谣言，制

造恐慌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观察者 

5 王某 女，27

岁 

1月 24 日重庆沙

坪坝区 

对政府疫情信息断章取义编造散布

谣言 
网络 恶劣影响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观察者 

6 陈某 男，31

岁 

浙江 1月 22 日温州瑞

安 

称自己刚从武汉回来 5 天，头晕并

且一直咳嗽。网友建议其赶紧去医

院检查，其表示自己正月还买了两

场电影票，看了电影再去检查。 

百度贴吧 该贴被网友截图发至微

博，引发大量关注和担

忧。 

该贴被网友截图

发至微博，引发

大量关注和担

忧。 

浙青网 

7 林某 男，33

岁 

1月 23 日浙江云

和县 

“全副武装了，开始抢救了，云和

都一例了，你们要小心了”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3日 都市快报 

8 陈某 未知 1月 22 日浙江庆

元县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

虚假信息” 

微信群 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 3日 澎湃 

9 郑某 未知 1月 24 日温岭 “大溪成为重灾区、我在公安局、

从武汉回到大溪镇一千多人、现在

公安局全部去抓了、隔离 15日 、

政府包了 10个宾馆、你们不要回大

溪、现在大溪最严重” 

微信群 被其他群成员截图转发，

后被网民大量转发扩散，

在温岭及台州尤其是大溪

镇范围内造成数千群众恐

慌，影响十分恶劣。 

行政拘留 浙青网 

10-

16 

肖某

某等

7人 

未知 近日浙江杭州 “将有 6万武汉人员从境外来

杭”“杭州于 1月 26日中午 12点

开始封城”“政府安排飞机洒消毒

药水”等 

网络 不明 对 7人进行了处

理 
新蓝网 

17 王某 未知 1月 25 日浙江金

华金东区澧浦镇

某村 

“大家注意，金东区澧浦西旺村已

经封村了，有一个武汉工作的人员

逃回来了，所以全村观察封村，另

外，车牌号浙 XXXXX，这个车刚从

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回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搜狐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n/2020/01-25/9069293.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33647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5_533127.shtml?s=sywglbt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5_533127.shtml?s=sywglbt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5_533127.shtml?s=sywglbt
http://m.qnsb.com/index.php?a=show&catid=82&id=103490
https://news.sina.cn/gn/2020-01-24/detail-iihnzahk6104262.d.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10973
http://m.qnsb.com/index.php?a=show&catid=82&id=103490
http://i.cztv.com/view/13397280.html
http://www.sohu.com/a/369007271_178528
John Smith
Updated: January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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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希望

大家留意此车牌号” 
18 陈某 未知 1月 25 日浙江东

阳横店 

“横店商贸城里塘村有一个病人湖

北回来的确诊了，全村封锁了，最

近别出门”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5日 搜狐 

19 曹某 未知 1月 24 日浙江永

康 

将自己鼻骨骨折诊断报告 P成“肺

部有明显炎症，初步判断为新型病

毒感染等” 

微信朋友

圈 
被他人转发，虚构事实扰

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3日 搜狐 

20 陈某 男，23

岁 

1月 24 日浙江慈

溪 

“此人从武汉携带大量病毒回慈

溪，望大家快速转发” 

微信朋友

圈 

因生意合作分歧，怀恨在

心，编辑被害人照片散布

谣言 

行政拘留 10日并

处罚款 500元 

浙青网 

21 丁某 男，15

岁 

1月 24 日浙江象

山 

“重大通知！屠**，象山县屠家源

人，近日从武汉回来，此人携带了

大量新冠型病毒从二院逃跑，各位

象山人为了你们的家人请速度转

发！”。 

微信朋友

圈 
在朋友圈看到信息后开玩

笑，修改后发布 
15岁，教育谈

话，写悔过书 
凤凰网 

22 张某

志 

女，35

岁 

1月 24 日浙江台

州玉环 

“浙 BL0535这个车子刚从武汉回

来，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回来的，

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为了大家的

健康，都转发” 

微信群 发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

序的违法行为 
行政拘留 5日 浙青网 

23 杨某 未知 湖北 1月 24 日钟祥市

柴湖镇泉店村 

散布、谎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钟祥死亡人数高达 22人的谣言

5 条 

微信群 恶意散布谣言 行政拘留 3日 观察者转自

“湖北日

报” 微信

公众号 

24 王某 未知 1月 25 日钟祥市

丰乐镇 

“车牌号浙 BL**35这个车刚从武汉

回的丰乐，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回

来的，大家看到了及时报警，希望

大家留意此车牌号，转发各个群，

朋友圈，以免更多人受到感染。” 

微信群 未经核实信息，便立即将

该消息发布到多个微信群

中。随后，该信息被其好

友大量转发，引发社会关

注。恶意散布谣言 

行政拘留 3日 观察者转自

“湖北日

报” 微信

公众号 

25 戴某 未知 1月 25 日荆门城

区 

戴某在城区一超市买菜时听到有人

在谈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话题。戴某一回到家便小手

一动，在一个 22人的微信群里发布

一条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

疫情的不实信息 

微信群 该不实信息传播有限，情

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依

法以发布不实疫情信息给

予行政处罚 

行政罚款 500元 

 

观察者转自

“湖北日

报” 微信

公众号 

http://www.sohu.com/a/369007271_178528
http://www.sohu.com/a/369007271_178528
http://m.qnsb.com/index.php?a=show&catid=82&id=103490
http://zj.ifeng.com/a/20200128/8159776_0.shtml
http://m.qnsb.com/index.php?a=show&catid=82&id=103490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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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董某 未知 1月 26 日荆门市

阳新县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村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排查工作中发现，牛

湖小区有一名与外地确诊病例密切

接触者。镇村干部立即向县指挥部

报告，并带领县疾控中心医务人员

到接触者家中开展体温检测等工

作。期间，牛湖小区住户董某用手

机拍摄视频，并将此视频上传到网

上造谣散发。 

微信朋友

圈 

董某到阳新西门派出所自

首。考虑到其有自首情

节，警方未拘留他。 

批评教育并被罚

款 500元 

观察者转自

“湖北日

报” 微信

公众号 

27 未知 男 1月 27日长沙开

福区 

摄自称“我刚从湖北武汉来的，要

来祸害别人”的小视频 

 

不详 扰乱社会秩序、干扰和破

坏疫情防控 

 

行政拘留 5日 南都原创 

28 杨某 男 1月 24 日荆州 “国家发补贴，让荆州的网约车司

机把武汉的肺炎病人都拖到沙市

来，沙市区马上要成为下一个重灾

区。” 此外，还在微信群里编造和

发表了其他大量涉及武汉疫情规模

和死亡人数的恶性谣言，内容毫无

依据 

微信群 编造散布虚假疫情消息 行政拘留 10日 湖北省人民

政府网站转

湖北省公安

厅 

29-

38 

10

人 

未知 1月 22 日-28日

黄冈市 

12 起散布不实信息的网络行为 不明 散布不实信息 行政拘留 2人，

教育训诫 8人 

湖北省人民

政府网站转

湖北省公安

厅 

39 刘某

明 

未知 吉林 1月 25 日吉林通

化东昌区 

“通化市有疑似感染新型肺炎病”

人 
微信群 群内多人转发，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 
行政拘留 中国中国长

安网 

40 胡某

莉 

未知 1月 25 日吉林通

化东昌区 

“通化市确诊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病

人” 
微博 多人浏览 行政罚款 中国中国长

安网 

41 国某

斌 

未知 1月 25 日吉林通

化东昌区 

转发散布他人疫情谣言视频，并称

“通化市确诊两例，疑似一例，通

化市戒严”等 

朋友圈 恶劣影响 行政罚款 中国中国长

安网 

42 贺某 男，19

岁 

陕西 1月 23 日汉阴 “朋友圈的各位朋友请注意，汉阴

县医院确证一位刚从武汉回来的感

染了冠状病毒” 

朋友圈 该微信朋友圈截图迅速在

网上流传，引发社会恐慌 

行政拘留 5日 人民网转陕

西日报 

43 张某 未知 1月 25 日西安鄂

邑 

“此人在武汉感染后逃离回家，被

发现后在户县北关医院隔离治疗晚

朋友圈 发布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 10日 华商报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0_01_29_533544.shtml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00130255816.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s://www.hubei.gov.cn/hbfb/bmdt/202001/t20200128_2015867.shtml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20-01/26/content_12318729.shtml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20-01/26/content_12318729.shtml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20-01/26/content_12318729.shtml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20-01/26/content_12318729.shtml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20-01/26/content_12318729.shtml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38/2020-01/26/content_12318729.shtml
http://sn.people.com.cn/n2/2020/0127/c378288-33745713.html
http://sn.people.com.cn/n2/2020/0127/c378288-33745713.html
http://news.hsw.cn/system/2020/0128/11502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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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8 点左右又一次逃离。希望大家

转发看到此人迅速报警别让病毒再

次扩散” 

 

44 姜某 未知 1月 25 日西安 “长安区东大镇发现两名病例，已

死亡 1人。现在东大镇已封闭” 

微信群 不实信息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澎湃 

45 未知 男 1月 25 日陕西延

安 

在朋友圈发布涉及疫情视频，一男

子戴口罩自称从武汉归来，并让朋

友猜其坐何种交通工具回来。 

朋友圈 导致视频被大量转发 训诫教育，责成

在微信群等平台

澄清并致歉 

腾讯 

46 邢某

伟 

男，32

岁 

河北 1月 21 日河北唐

山 

“唐山市丰南区三人感染冠状病毒

死亡” 

新浪微博 不实信息，对社会造成不

良影响 

训诫，并处以行

政拘留 9日 

澎湃 

47 白某

晨 

男 1月 22 日河北秦

皇岛海港区 

“秦皇岛中医院发现两名冠状病毒

发病患者” 
微信群  行政拘留 10日 承德交警支

队网易号 

48 田某 女，25

岁 

1月 22 日河北廊

坊市香河县 

“新型冠状病毒已进入香河，并有

2 例确诊，各位要给孩子准备好提

升免疫力的益生菌和乳铁蛋白，不

要让一次错过演变成遗憾” 

朋友圈 经查，田某为推销其孕婴

店产品发布该不实信息，

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

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承德交警支

队网易号 

49 李某 未知 1月 23 日河北衡

水市安平县 

“安平西两洼发现 1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微信群 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稳定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承德交警支

队网易号 

50 张某 女 1月 23 日河北邢

台市临西县 

“临西县确诊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并被隔离送至邢台” 

微信群 不明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承德交警支

队网易号 

51 董某 未知 1月 23 日河北邢

台市清河县 

“县医院的那个疑似病例确诊了，

跟他接触的，他家里人都被隔离

了，俺小区里刚让俺们放出来，不

让随便出入了……” 

微信群 不明 自首，刑罚未知 承德交警支

队网易号 

52 李某 女，35

岁 

1月 24 日平泉市 “平泉已经出现了六个感染者（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二

医院是隔离区”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5日 承德交警支

队网易号 

53 田某 男，41

岁 

约 1月 26日保

定易县 

“群里家人们注意。翟家左村。满

城区。离咱们这特别近。他们村从

湖北回来 24人。现在确诊已经超过

24 例新型肺炎。保定市的好多医生

是她们村的。家人们不要路过。更

不要去这个村拜年。现在封村了。

大家相互转告。” 

微信群 在微信群散布与疫情相关

的虚假信息，扰乱了公共

秩序。 

行政拘留 7日 东方资讯转

河北青年报

保定播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53965
https://xian.qq.com/a/20200127/006403.htm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13812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3SB29R40514913O.html
http://mini.eastday.com/a/200128030308738.html
http://mini.eastday.com/a/200128030308738.html
http://mini.eastday.com/a/200128030308738.html


 
 
编号 姓名 性别和

年龄 

省份 处罚时间和地点 传播内容 传播平台 后果、理由 处理结果 信息源 

54 郭某 女，28

岁 

1月 24 日河北献

县 

传播关于我县新型肺炎的不实消息 微信群 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

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献县电视台 

55 李某

云 

女，33

岁 

1月 24 日河北献

县 

传播关于我县新型肺炎的不实消息 微信群 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

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献县电视台 

56 马某 男 1月 24 日河北固

安县柳泉镇 

“今天瘟疫到柳泉大家提前做好防

疫；北房上发现一个” 
微信朋友

圈 
不良社会影响 依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 25 条

之规定，行政拘

留 5日 

河北日报 

57 康某 男，31

岁 

1月 24 日河北正

定县 

“1 月 23日晚正定县医院收回武汉

高烧患者” 
正定贴吧 扰乱疫情管控秩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河北法制网 

58 冯某 男，44

岁 

1月 24 日河北正

定县 

“诸福屯村出现一名疫情人员” 微信群 多人转发，造成了不良社

会影响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河北法制网 

59 杨某 女，35

岁 

1月 24 日河北正

定县 

“正定四合街有了冠状病毒”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河北法制网 

60 吴某

强 

男，38

岁 

广西 1月 25 日广西融

安县 

发布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

的虚假信息 
某网络平

台 

很快在网友提醒下，吴某

强及时删除了相关信息消

除影响，归案后也能正确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鉴于吴某强违法

情节轻微，公安

机关依法对其进

行了口头警告教

育。 

柳州公安微

博公号（1

月 26日博

文） 

61 粟某 未知 1月 23 日资源县 称有人在微信群上发布其现驾驶私

家车在疫区武汉，有偿搭乘了数名

武汉乘客准备出发到资源的信息 

微信群 被人转发到 80多个群，可

能被持续转发，人心惶

惶，引起恐慌 

行政拘留 10日 广西论坛 

62 罗某

会 

男，43

岁 

1月 25 日广西融

安县 

“融安县某乡镇两名群众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虚假信息视频 

 虽经网友提醒，罗某会依

然我行我素，没有及时删

除谣言信息，至被公安机

关抓获时，罗某会发布的

虚假信息已有多人点赞或

评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负

面影响。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柳州公安微

博公号（1

月 26日博

文） 

63 林某

良 

男，40

岁 

1月 25 日桂平市 “由于江口镇几万人民已经被传

染，建议紧急政府部门立即北区的

南木金田江口方向封闭禁止出

城”。 

百度吧-桂

平吧 

散布虚假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扰乱公共秩

序 

行政拘留 10日 搜狐转自贺

州日报 

64 何某 未知 1月 25 日广西合

浦 

新型肺炎已经在合浦某小区传播 微博 不明 网警对当事人批

评教育，删除谣

手机广西网

转南国早报 

http://kuaibao.qq.com/s/20200124A0GX5400?refer=spider
http://kuaibao.qq.com/s/20200124A0GX5400?refer=spider
http://www.zutiyu.com/content/20200127/4515904.htm
https://news.hbfzb.com/2020/fazhihebei_0127/112125.html
https://news.hbfzb.com/2020/fazhihebei_0127/112125.html
https://news.hbfzb.com/2020/fazhihebei_0127/112125.html
https://www.weibo.com/lzsgaj?is_hot=1#_loginLayer_1580244474432
https://www.weibo.com/lzsgaj?is_hot=1#_loginLayer_1580244474432
http://www.gxbbs.cc/31600-1.html
https://www.weibo.com/lzsgaj?is_hot=1#_loginLayer_1580244474432
https://www.weibo.com/lzsgaj?is_hot=1#_loginLayer_1580244474432
https://www.sohu.com/na/369033386_99960573?scm=1002.45005a.15d015e01a3.PC_NEW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2Fnew.fd-d.9.1579996800026oXoZw5N
https://www.sohu.com/na/369033386_99960573?scm=1002.45005a.15d015e01a3.PC_NEW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2Fnew.fd-d.9.1579996800026oXoZw5N
https://v.gxnews.com.cn/a/19212451
https://v.gxnews.com.cn/a/1921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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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澄清信息，

消除影响 
65 肖某 未知 四川 1月 22 日安岳县 “最近新型病毒有点凶，咱川渝两

地都发现了病例，最近出去各位做

好防护措施哈”“县城已经死了一

个了”“卫生院隐瞒了消息，还没

有报上去” 

QQ 散布谣言 被属地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 

新京报 

66 登某 未知 1月 25 日德格县 “甘孜州（德格县）龚垭乡 13个人

都被一汉族人传染了，请大家一定

注意。” 

不详 在网上发布藏语疫情谣言 被属地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 

新京报 

67 唐某 未知 1月 25 日泸州市

纳溪区 

“纳溪一例疑似患者已经确认，但

逃跑了。” 

微信群 散布谣言 被属地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 

新京报 

68 孙某 未知 1月 25 日自贡市 “此次疫情系解放军传播病毒导

致” 

微信群 散布谣言 被属地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 

新京报 

69 张某 未知 1月 25 日绵竹县 “绵竹富新已出现感染者” 微信群 散布谣言 被属地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 

新京报 

70 何某 未知 1月 26 日旺苍县 “韶关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

染应急指挥部公告 第一号“的文章

进行部分文字变更，将“韶关市”

改为“广元市”在本地一群中发布 

网上 散布谣言，造成恶劣影响 被属地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 

新京报 

71 俄地

某 

男，38

岁 

1月 27 日乐山市

马边县 

一段红旗桥附近发生的 13秒车祸视

频，虚构称湖北武汉籍人员到马边

后出车祸死亡，同时教唆群内其他

成员进行转发。 

微信群 虚构事实散布谣言，企图

造成社会恐慌，扰乱公共

秩序 

行政拘留 9天 中华网成都

商报 

72 王某 女，34

岁 

河南 1月 25 日河南栾

川县 

栾川县人民医院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病例诊断证明 
微信群 不明 行政拘留 洛阳网 

73 张某 37岁 1月 25 日信阳市 “1 月 25日下午 2点信阳将因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封城”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7日 新京报网 

74 佚名 女 1月 25 日河南洛

阳 

冒充疾控中心主任发布信息，在微

信聊天记录中发语音称武汉、洛阳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达 x 例,并称信阳

已经封城等的视频在洛阳市的朋友

圈及多个微信群广为传播。 

微信朋友

圈 
不明 进行处理 映象网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7/680264.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7/680264.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7/680264.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7/680264.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7/680264.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7/680264.html
https://news.china.com/social/1007/20200127/37743654.html
https://news.china.com/social/1007/20200127/37743654.html
http://news.lyd.com.cn/system/2020/01/26/031565539.shtml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6/679687.html
http://ly.hnr.cn/202001/26/2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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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赵某 未知 1月 25 日河南新

野 

发布武汉至新野的拼车信息，宣称

2000 元拼车可以“不走高速、不过

关卡、不测体温、小路离汉” 

微信群 引发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被大量转发，造成不良影

响 

行政拘留 10日，

并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大河网 

76-

77 

两

人，

姓名

未知 

未知 1月 22 日河南长

垣县 

“咱县有一例疑似肺炎的，差不多

确诊了，在某某医院感染科住着了

现在” 

网络 不良社会影响 进行处理 长安网 

78 王某 女，34

岁 

1月 25 日河南栾

川县 

“栾川县人民医院治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病例诊断证明” 

微信群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大河网 

79 刘某

某 

35岁 1月 24 日河南杞

县 

在“一品银河花园业主群”内发表

言论,造谣说“杞县人民医院已有 2

例,4 至 5例高度疑似”关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言论。 

微信群 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车管所资讯

网 

80 王某 男 1月 26 日商丘市

民权县 

“民权武汉返乡五百多人确认二十

多人带病毒” 

微信群 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5天 大河网 

81 李某

栋 

男，25

岁 

甘肃 1月 26 日兰州红

古 

“兰州市封城通知” 微信群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行政拘留 10天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82 李某 未知 1月 23 日兰州西

固 

故意歪曲官方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人数，嘲讽被感染人员、侮

辱政府。 

微博 传播谣言 行政拘留 15天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83 鲜某 未知 1月 24 日庆阳 “庆阳市医院发现 1例疑似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后官寨村医某某他弟

是武汉回来的，也疑似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微信群 利用网络散布疫情谣言 行政处罚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84 杨某 未知 1月 25 日陇南 “各位同仁们，何家堡确诊了 1例

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已隔离，大

家还是注意防范，能不出门就不出

门”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85 马某 未知 1月 23 日临夏 一段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的不实言论 

快手短视

频 

散布谣言 行政拘留 7日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https://4g.dahe.cn/news/20200127583708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53729/2020-01/28/content_12319131.shtml
https://4g.dahe.cn/news/20200127583708
https://www.lycgs.com/chengshi/tese/90056.html
https://www.lycgs.com/chengshi/tese/90056.html
https://4g.dahe.cn/news/20200126583526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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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马某 未知 1月 24 日临夏 “最新消息，三甲集医院发现一例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病例，三甲集

药店所有的一次性口罩限购等” 

朋友圈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行政拘留 5天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87 巩某 未知 1月 26 日正宁县 “离我家不到五公里的村子已经

确诊了 2 例，隔离 11 个” 

   凤凰网转自

甘肃网络广

播电视台 

88-

210 

123

人 

未知 山东 

 

1月 27 日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连三透露，

依法查处恶意造谣传谣者 123人。 

未知 恶意造谣传谣者 未知 澎湃新闻 

211 黄某

凤 

未知 广东 1月 26 日蕉岭县 黄某凤因在微信中看到一张图片，

觉得地点像广福分水岌，于是就在

家族微信群中发布分水岌封路的文

字和图片，在该微信群中的黄某盛

则将图片转发并编辑发布在另外两

个微信群。 

微信群 散布谣言 行政拘留 6日 东莞时间网

转广东公安

南方号 

212 黄某

盛 

未知 1月 26 日蕉岭县 同上 微信群  行政拘留 5日 东莞时间网

转广东公安

南方号 

213-

220 

8人 未知 截止 1 月 27日

博罗县（其中罗

阳 1起，杨村 2

起，石湾 1起，

公庄 1 起，泰美

1起，石坝 1

起） 

一些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在

微信群、朋友圈发布、转发不实信

息，甚至制造、传播“惠州封

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

者”等谣言，误导群众，严重扰乱

了社会秩序。 

微信群、

朋友圈 

误导群众，严重扰乱了社

会秩序 

行政拘留 5名，

教育训诫 3人 

东莞时间网

转广东公安

南方号 

221 何某 未知 1月 26 日惠州 惠阳区公安分局网警巡查工作发

现，微信公众号“惠阳早晨” 在

《微信公众号》发表信息称：《昨

好宜多病毒感染者被抬走？淡水已

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家小

心！....》，内容还附上了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部文件的

图片和好宜多感染者被抬走的图

片。 

微信公众

号 

发布未经核实的消息 教育训诫 东莞时间网

转广东公安

南方号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gs.ifeng.com/a/20200128/8159796_0.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49854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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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官某 未知 1月 22 日惠阳 “惠州已经有四五例确诊了，昨天

一百多例现在就三百多了，真的人

心惶惶。” 

新浪微博 在网上编造、散布谣言 教育训诫 东莞时间网

转广东公安

南方号 

223 蔡某

莉 

女，26

岁 

1月 23 日广东陆

丰 

“甲子住院部有 5个中招隔离”，

“确定是冠状病毒” 

微信群 引起社会不良影响 行政拘留 东莞时间网 

224 黄某 男，35

岁 

1月 25 日广东陆

丰 

“明天开始估计陆丰要封掉高速公

路、乌石部 30多人在武汉回来，他

家人最近在买退烧药、下寨有一个

已经高烧，也是武汉回家” 

微信群 编造造谣疫情 行政拘留 东莞时间网 

225 周某 未知 湖南 1月 24 日长沙县 关于长沙县泉塘街道 3614 小区有 4

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

谣言 

不明 散布不实信息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澎湃 

226 李某 男，23

岁 

1月 24 日湖南浏

阳 

“大瑶镇汇丰社区确认发现两例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被送往长沙

隔离” 

多个微信

群 
谣言被传播，严重影响社

会秩序稳定 
行政拘留 搜狐转长沙

晚报 

227 方某 男，51

岁 

1月 23 日湖南岳

阳县 

涉及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虚假疫情信

息 
微信群 200多人微信群，遭横人员

恐慌，散布谣言、谎报疫

情 

行政拘留 7日 华声在线 

228 周某 女 1月 28日宁乡花

明楼镇 

“我希望长沙和武汉一样死得越多

越好” 

朋友圈 出于发泄情绪的目的，便

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不当言

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 

行政拘留 5日 宁乡公安微

信公众号 

229 喻某 男，41

岁 

1月 24 日汨罗 红花(现罗江镇)出现疫情，并称是

“内部消息” 

微信群 引起部分市民恐慌 依法处理 华声在线 

230 杨某 未知 黑龙

江 

1月 18 日哈尔滨 “都别出来了，尚志有从武汉回来

的，高烧 39度不下，现在已经隔离

了” 

微信群和

朋友圈 

视频流传后，在尚志市造

成一定范围的恐慌，引起

社会不良影响。 

行政拘留 10日 澎湃 

231 李某 男 海南 大约 1 月 26日

万宁市 

一位 83岁老人因服镇静药后饮酒，

致使出门后昏倒在大茂镇政府门前

附近人行道上。接到报警后，大茂

派出所和 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处

理。当时，李某云正好经过此处，

便将现场情况拍视频发到朋友圈

里，并称该老人染新冠肺炎死亡。 

微信中 发布不实言论 行政拘留 10日 澎湃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news.timedg.com/2020-01/28/21019027.shtml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31000
https://www.sohu.com/na/368978793_120513601?scm=1002.45005a.15d015e01a3.PC_NEW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2Fnew.fd-d.11.1579996800026oXoZw5N
https://www.sohu.com/na/368978793_120513601?scm=1002.45005a.15d015e01a3.PC_NEW_ARTICLE_REC&spm=smpc.content%2Fnew.fd-d.11.1579996800026oXoZw5N
https://hunan.voc.com.cn/mobile/article/202001/20200128164245517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rw-LE5UnwLEmlTVsN7Je4g
https://mp.weixin.qq.com/s/rw-LE5UnwLEmlTVsN7Je4g
https://hunan.voc.com.cn/mobile/article/202001/202001281642455171.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5396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5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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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杨某 未知 宁夏 1月 26 日固原市

原州区 

这个娃娃叫马某，从外省回来的，

把这个病已经得上了，你们谁发现

了随时举报一下（语音内容），并

配有马某在医院检查身体的照片” 

微信群 不实信息，散布谣言，严

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同日，杨某酒后在寨科街

道一火锅店内故意驱赶店

内顾客、损毁店内财物、

殴打店内工作人员，造成

店内多处财物损毁、工作

人员不同程度受伤。 

因故意扰乱公共

秩序、寻衅滋事

被原州区公安分

局处于行政拘留

二十日处罚 

澎湃 

233 张某 女，26

岁 

山西 1月 24 日沁水 “嘉峰镇昨天有两个在武汉打工的

人偷偷回来了，感冒加咳嗽发烧，

在村里被人举报现在住进我们这里

的县医院，希望早日好起来” 

微博 在朋友圈看到后修改后发

到微博，造成一定范围的

不良影响 

教育训诫，写下

悔过书和保证书 
搜狐 

234 田某 男，31

岁 

1月 26日太原市 “太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实施交通管制

的通告” 

不详 被快速转发扩散，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 

因涉嫌寻衅滋事

罪被刑事拘留 

环球网 

235 未知 未知 新疆 1月 21 日乌鲁木

齐 

“新型冠状病毒，没事别往武汉

跑，非典来了，把你自己都照顾

好。已经死人了。基本在，武汉，

上海，深圳，但是新疆已经死了一

个人了。” 

网络 不明 天山区公安分局

对其进行训诫处

置 

人民网 

236 未知 未知 1月 21 日乌鲁木

齐 

“乌鲁木齐已经出现肺炎死亡病

例，大家最近不要到公众场合去

了。” 

网络 不明 达坂城区公安分

局对其进行批评

教育处置。 

237 未知 未知 1月 23 日乌鲁木

齐 

乌鲁木齐已经死亡 2例了 网络 不明 沙依巴克区公安

分局对其进行罚

款、训诫处置。 

238 未知 未知 1月 23 日乌鲁木

齐 

“亲爱的姐妹们在这给你们通知一

下：关于这个冠状病毒肺炎现在乌

鲁木齐已经出现了两历病患，其中

包括和这两历感染病毒感染者有接

触的 70多人已经被隔离，忘姐妹们

出门记得戴口罩。” 

网络 不明 该情况市局正在

处置。 

239 未知 未知 1月 23 日乌鲁木

齐 

“新疆死亡人数两例，都注意了，

开始蔓延到新疆。防护措施一定做

好，还是我前面说的，一次性口罩

网络 不明 高新区（新市

区）公安分局对

其作出行政处罚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53965
http://www.sohu.com/a/369008189_120052861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p6wo
http://xj.people.com.cn/n2/2020/0127/c186332-33746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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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千万要戴好，勤洗手，淡盐水

漱口。海鲜要不先别吃了”。 

500元处理及口头

批评教育。 

240 未知 未知 1月 25 日乌鲁木

齐 

“咱们乌鲁木齐市民不要盲目自

信，12月 30日-1月 20 日地窝堡机

场接纳 13000来自武汉的旅客，最

后一批武汉航班 1月 23 日达到地窝

堡机场，共五架航班，按 14天潜伏

期算，患病者最晚会在 2月 6日出

现症状，这期间任何场所都有感染

的潜在危机，安心在家重视防护，

就是对医护人员的最大支持，就是

对 2400 万新疆同胞负责，扛过这个

年，扛过疫情，我们载歌载舞烧烤

啤酒 party狂欢。” 

网络 不明 水磨沟区公安分

局正在侦办中。 

241 袁某 未知 1月 22 日兵团第

十三师 

兵团网信办发布情况通报，1月 22

日，兵团第十三师网民袁某某在微

信群转发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谣言信息。 

微信群 转发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谣言信息 
经网信部门和公

安部门线下核

查，已将该网民

依法处置。 

人民网 

242 孙某 未知 江苏 1月 26 日南京 以记者名义发布：“南京自 1月 27

日 0 时起交通停运、全面封城” 
微信群 被多个网络群转发，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 
涉嫌寻衅滋事被

刑事拘留 
新华网 

243 施某 未知 1月 21日启东市 “外面新型病毒比较严重，启东已

经有确诊一名，吕四二院有疑似病

例一名，很多消息都是被掩盖。” 

 

微信群 传播谣言 行政拘留三天 新浪转发荔

枝新闻 

244 汤某

强 

男，31

岁 

1月 23日镇江 “新型肺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

人员被传染带出来的”、“非典是

北京病毒研究所造成的，不要被专

家忽悠”等 

微信群 为博取他人关注，自行编

造发布了上述谣言信息，

引起群众恐慌 

行政拘留 5天 新浪转发荔

枝新闻 

245 韦某 男，42

岁 

1月 27日盐城市 “1月 27日 0点起，盐城市区出租

车一律停止运营” 

“网络群

组” 

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新浪转发荔

枝新闻 

246 李敏 未知 1月 27日泰州 急诊科护士李敏，无视疫情防控工

作纪律，与同学微信聊天时，擅自

谈论疫情防控相关信息，聊天记录

被其同学发至微信群 

微信 造成不良影响 泰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对该医院急

诊科护士进行通

报批评，后续处

理意见待进一步

自由亚洲 

http://xj.people.com.cn/n2/2020/0127/c186332-33746269.html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27/c_1125505459.htm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2020-01-28/detail-iihnzhha5020069.shtml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2020-01-28/detail-iihnzhha5020069.shtml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2020-01-28/detail-iihnzhha5020069.shtml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2020-01-28/detail-iihnzhha5020069.shtml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2020-01-28/detail-iihnzhha5020069.shtml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2020-01-28/detail-iihnzhha5020069.shtml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ql1-01292020062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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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确定。该通

报警告医护人员

“不得擅自接受

媒体采访或发布

疫情防控相关信

息，不得在家族

群、同学群等微

信群发布相关敏

感信息。” 

247 韩某 男，29

岁 

1月 27日徐州 发表有关本次疫情的不当言论 某微信群 被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行政拘留 7日 自由亚洲 

248 周某 33岁 辽宁 1月 25 日大连 “金州区三十里堡一名武汉大学生

春节期间放假回来，随身携带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死亡，金州三院

全院所有医护人员已经被强制性隔

离” 

微信朋友

圈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新华网 

249 胡某 26岁 1月 26 日大连 转发周某朋友圈内容，同上 微信群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新华网 

250 李某 男，19

岁 

1月 25 日鞍山 在乘坐滴滴司机庞某车时散布“自

己是武汉回鞍患病患者”的谣言 

网约车上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行政拘留 10天 鞍报全媒 

251 田某 女，32

岁 

1月 23 日鞍山 “鞍山现有 40多疑似新型冠状病毒

病例” 

微信群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行政拘留 10天 鞍报全媒 

252 刘某 男，22

岁 

北京 1月 26日北京通

州 

发帖自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故

意前往人员密集场所，意图传染他

人。 

 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

假恐怖信息罪 

刑事拘留，进一

步办理中 

环球网 

253 周某 男，44

岁 

贵州 时间不详，关岭

县 

“有看到车牌号浙 BL0535 的请立即

报警，此人从湖北武汉带有严重的

病毒感染新型肺炎偷逃到贵州、关

岭，为了自保护、自我有一个健康

的环境，发现此车牌马上报警” 

微信群 发布虚假信息 行政拘留（天数

未知） 

人民网贵州

频道 

254-

325 

72

人，

姓名

未知 

未知 青海 截止 1 月 30日 “西宁市出租车 25日起全面停运公

告” ;“盛达国际小区发现疑似疫

情” ;“西宁市超市即将关门”; 在
微信群中发语音称“尖扎县措周乡

一人感染冠状病毒肺炎，已经确诊

微信群、

抖音、微

博等 

在网上蓄意编造、散布谣

言，以及各类借机造谣滋

事、恶意污蔑攻击的不法

行为 

截至 1月 30日，

青海省公安机关

共处置负面谣言

信息 884条，依

法训诫教育 69

人民网青海

频道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ql1-01292020062128.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7/c_1125506429.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7/c_1125506429.htm
http://www.qianhuaweb.com/2020/0127/4055240.shtml
http://www.qianhuaweb.com/2020/0127/4055240.shtml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p6wo
http://m.people.cn/n4/2020/0129/c30-13632442.html
http://m.people.cn/n4/2020/0129/c30-13632442.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青海省+武汉肺炎+行政处罚&client=firefox-b-d&ei=2OM0Xru3NbLS9AOvvrngBw&start=10&sa=N&ved=2ahUKEwi7g7DNqK_nAhUyKX0KHS9fDnwQ8NMDegQICxA_&biw=1437&bih=73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青海省+武汉肺炎+行政处罚&client=firefox-b-d&ei=2OM0Xru3NbLS9AOvvrngBw&start=10&sa=N&ved=2ahUKEwi7g7DNqK_nAhUyKX0KHS9fDnwQ8NMDegQICxA_&biw=1437&bih=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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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藏语语音虚假信息; 将“尖

扎县措周乡一人感染冠状病毒肺

炎，已经确诊了”的藏语语音录制

成视频又转发至其他微信群；“尖

扎县措周乡一人感染冠状病毒肺

炎，已经确诊了”的藏语语音录制

成视频又转发至其他微信群；“兰

州市已确诊 30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循化籍湖北省武汉市外出务

工人员已经到循化的有 30多名人

员”；“今晚湖北武汉至西宁的列

车有一位疑假病毒旅客，另有 27名

同车乘客在海石湾车站下车，提醒

各位各位驾驶员今晚不要在海石湾

火车站载客，如出现问题后果自

负”；“循化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

病例”等等 

 

人，行政拘留 3

人（发布网警辟

谣及正面引导帖

文 120篇，网民

阅读量达 220余

万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