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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登会与会东县森林公安局治安处罚纠纷上诉案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川34行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登会。 

  委托代理人黄永国（系马登会之长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会东县森林公安局。 

  负责人兰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世元。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唐一静。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马登会因治安管理（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四川省会

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登会的委托代

理人黄永国，被上诉人会东县森林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蒋世元、唐一

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3日早上7时许，一审原告马登会

在会东县处自家地埂焚烧桑树丫枝，被熊普村村主任郑某发现后到现

场制止，并向会东县森林公安局报告。会东县森林公安局民警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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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4日11时许到一审原告居住地，以其“涉嫌在会东县森林草原防

火期内野外用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东森公（刑）行罚决字【2019】142号行政

处罚决定，给予一审原告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一审原告不服，

认为一审被告将会东县森林草原防火、禁火期认定为紧急状态，以一

审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处以10日的行政拘留违法，于2019年8月16日向会东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依法确认一审被告作出的东森公（刑）行

罚决字【2019】142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众所周知，森林资源的作用十分广泛，为工业生

产提供大量的木材和原材料、为人类提供食品、为动物提供饲料、净

化空气、净化污水、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保护农田、美

化环境等等。然而，多年来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大大小小的森林

火灾不计其数，烧毁的各类林木也不计其数，造成了特别巨大的经济

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尤其是2019年3月30日18时许，发生在四川省凉山

州木里县场森林火灾（因雷击引起），无情地夺去了31条鲜活的生命

（其中包括27名森林消防人员和4名地方干部群众），如此重大的人员

伤亡，使国家失去了31名遵纪守法的优秀公民，英雄生前所在单位失

去了优秀的员工，时至今日，英烈们的亲属还处在失去亲人的万分悲

痛之中。针对近年来森林火灾频繁发生的紧急情况，为加强护林防火

工作，避免森林火灾的发生，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的生

命及财产安全，各级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以决定、命令、通告等形式

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会东县人民政府也于2019年1月1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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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火令及森林防火的通告各1份，在禁火期和禁火区内，禁止一切野外

用火，这些规范性文件应当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应当得到

辖区内公民或辖区外进入辖区的全体公民的严格遵守。一审原告马登

会在会东县森林防火期内，违反禁火令，违规用火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其行为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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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处罚。诉讼中，一审原告狭义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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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紧急状态"理解为是特指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的“紧急状态"，只适用于国家层面的

“紧急状态"是错误的。紧急状态，是指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特别重大突

发事件，需要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予以控制、消除其社会危害和威

胁时，有关国家机关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并宣布局部地区

或者全国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严重危急状态。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和

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有权决定紧急状态的机关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国务院，其权限划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

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这就是国家层面

的紧急状态。从立法目的来看，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是为了确保各级人民政府的

决定、命令得到有效执行，避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发生。而

各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也不仅仅针对国家层面的“紧急状态"作

出，各级人民政府在行使行政职能，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对于本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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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发生公共卫生灾难、生态环境灾难、事故灾难、经济危机、社会

公共安全事件等紧急情况时，也有权发布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

在本辖区内执行，以便迅速处置紧急情况。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作广义的理

解，不能理解为仅适用于国家层面的“紧急状态"，故一审原告马登会

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原告提出的法律位阶问题，即一

审原告关于“《森林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同属于一般法律，法

律位阶相同，但就野外用火事实行为而言，《森林法》相较于《治安

管理处罚法》是特别法，一审被告的处罚应当适用《森林法》"的主

张，因《森林法》并无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相冲突的规定，两部法律并不存在冲突，在两部位阶相同的

法律对同一事项所作的规定有冲突的情况下，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

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来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故一审原告提出一

审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

上所述，一审被告会东县森林公安局对一审原告马登会的行政处罚查

明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

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

一审原告马登会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马登会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

法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东森公（刑）行罚决字〔2019〕142号行政处罚

决定违法；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审判决适用

法律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的事实不清，请求

依法改判。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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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五十七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七条，其中对“紧急状态"的

适用规定和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

条、第八十九条中对“紧急状态"的决定、宣布和进入程序是完全一致

的，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中的“紧急状态"不能作广义理解，理应遵循宪法精神。再

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明确指出，所谓“紧急状态

"，是指危及国家和社会正常的法律秩序、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的或者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

如果决定、命令不是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发布的，而是在一般情况

下发布的，不属于该项规定的应当处罚的行为。而会东县人民政府

2019年1月1日发布的所谓的“禁火令"是在一般情况下发布的，不属于

该项规定的应当处罚的行为，且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环节提供的“禁

火令"为非正式公文，连红头文件的红头都没有。原判认定被上诉人作

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的事实不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法庭

质证情况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并实施行政拘留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上诉人野外用火时间为2019年6月3日早上7时许，被上诉人受案登

记时间为2019年6月4日，被上诉人传唤上诉人时间约为201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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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许，被上诉人传唤上诉人时未出示传唤证，被上诉人未进行现场

调查却有勘验笔录，勘验笔录中民警违法代替上诉人签名且未告知上

诉人，勘验笔录涉嫌造假，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按

法定程序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被上诉人填写的询

问笔录未对上诉人进行宣读予以确认（上诉人为文盲）。另外，被上

诉人委托熊普村委会提供的书证连上诉人野外用火时间是6月3日还是6

月4日都分不清楚，且在书证正文中随意涂改，涂改部分也未签字盖章

予以确认，明显是被上诉人为了应付此案后补的书证。因此，根据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和第四十一条，被上诉人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法定程序。综上所述，

被上诉人因野外用火未经审批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行政拘留）为法律绝对保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十条

及《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本案审理依据只能是宪法和法律，请

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判如所请，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司法公

正，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被上诉人会东县森林公安局辩称，一、2019年3月30日18时许，四

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这次森林火灾已经

确认遇难31人。2019年4月7日，四川省凉山木里县货场出现复燃，越

西县、冕宁县发生森林火灾。2019年4月1日，为哀悼遇难的扑火队

员，应急管理部官网首次变灰，2019年4月4日，经四川省政府请示，

国务院批准，西昌市和木里县降半旗致哀。2019年3月30日火灾发生

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两级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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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山州支队指战员和地方扑火队员共689人在原始森

林展开扑救。省委书记彭清华连夜委派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带领省

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火灾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此次森林火灾引起

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某某某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某某某作出指示要求。2019年4月1日，四川省委

书记彭清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把扑火队员生命放在第一位，组

织专业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搜救工作，千方百计救援被困人员，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及时调度应急、林草、医疗、通信、交通等部门做

好救援工作。在扑火救援过程中，要坚持科学指挥，防止造成新的人

员伤亡。木里3.30森林火灾、越西县、冕宁县等发生森林火灾这些森

林火灾的突发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造成了人员重大伤亡、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重大损失，公共安全、环境安全重大破坏，同时，也标志着凉山州

进入了森林防火（自然灾害）的紧急状态。针对凉山州森林防火（自

然灾害）的紧急状态，凉山州人民政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井然有序，通过各

项工作安排、发布公告、告知书等措施向全州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告

知；会东县人民政府为维护区域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先后多次在不同的时间通过

各种发布公告、告知书、禁火令等，通过新闻媒体向广大人民群众进

行了宣传教育，以避免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重大损

失，公共安全、环境安全重大破坏。二、针对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提

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条规定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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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宣布权"分别对应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主席也是正确的，

但上诉人单向、片面的曲意理解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马登会作出的行政

拘留的具体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宣布紧急状态"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

况下发布决定、命令"不能想当然的等同视之，因为一个是国家行为另

一个则是具体行政行为。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把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即将宪法第67条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二十项“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戒严"修改为“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紧急状

态"。将宪法第8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

决定“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戒严和紧急状态是

一个小概念和大概念的关系，后者可以涵盖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一个

内容。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相关表述的修改，为以后出台的相应法律

创造了宪法的依据。为了保持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保证各级人民政

府在紧急状态下政令畅通，应对好各种危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

秩序，本法规定了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

定、命令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行为的认定及处罚；本行为的主体是达到责任

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可以构成本行为的主体。本行为

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对社会的管理，具体侵犯的对象

是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至于突发事件

的法律定义，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

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



 

【法宝引证码】CLI.C.106795167 

 

9 / 18 下载日期：2022/8/20 
 

安全事件等。三、县（市）级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依法发布禁火令

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6条的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可见县级人民

政府有权作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69条“……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紧急状态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第28条“……。必要

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发布命令，严禁一切野外用

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也有类似规定，紧急状态

包括社会动乱引起的紧急状态，也包括自然灾害等引起的紧急状态，

不宜狭义理解只有“戒严"才属紧急状态。另外《四川省森林防火条

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林防火区，

在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强雷暴等高火险天气时，应当划定森林

高火险区，并向社会公布。必要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发布

禁火令，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

当严格管理"。故会东县人民政府先后于2019年1月1日发布的《会东县

人民政府2019年森林草原防火禁火令》、《会东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

全县涉林防火区的通告》；2019年3月5日会东县人民政府发布的《会

东县森林草原防火公告》；2019年3月20日会东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关

于“清明节"、“五一节"森林草原防火的紧急公告》，是人民政府在

特定时期，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本行为在客观

方面表现为抗拒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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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是指拒不执行，包括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人民政府是指乡、镇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紧急状态是指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

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紧急状

态有以下几个特征：必须是现实或者是肯定要发生的，威胁到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阻止了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影响了人们的合

法活动；必须采取特殊的对抗措施才能恢复秩序等。根据引起紧急状

态的原因不同，一般可以把紧急状态分为一类是自然灾害引起的，一

类是社会动乱引发的紧急状态。依法，是指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法

律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

性文件，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办法等，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这里的命令和决定，是指

在紧急状态下，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克服危机，恢复

秩序而作出的。本行为主要表现为不作为，如在防洪抢险时，不服从

安全转移的命令；政府强制征用时，拒绝交付被征用物质；在爆发重

大传染性疾病时，不服从人民政府关于隔离、强制检疫的决定和命令

等。所以，会东县人民政府面对紧急状态下的突发事件依法发布的决

定、命令是正确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四、禁火令发布后，违规野

外用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有法律依据。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辖区防火形势需要，为了克服危机，避免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免

遭受重大损失和破坏，发布了严禁野外用火的决定、命令，并经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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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后，仍然有人采取了“拒不执行"的这种抗拒行为方式，违规野外

用火，这种“拒不执行"违法行为极易产生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财产安全，影响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所以运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对违反人民政府在特定时期，在紧急状

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违法行为人给予处罚于法有据。

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马登会作出的行政拘留，是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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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正是因为

上诉人马登会拒不执行在前述公告规定的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禁止在

野外随意用火"的决定、命令，被上诉人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依法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可见，本行政

拘留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无违法情形，上诉人诉

求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综上所述，会东县森公安局对马登会作出的

具体行为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

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会东县森林公安局东森公（刑）行罚决字

[2019]142号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予赔偿。 

  一审被告会东县森林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会东县人民法院提交

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 

  证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1份。 

  证据3-1.被处罚人马登会的陈述及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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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3-2.证人郑某证言1份。 

  证据3-3.民警现场勘验照片及短信告知其家属的照片。 

  证据3-4.会东县铁柳镇熊普村村民委员会书证2份。 

  证据3-5.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 

  证据3-6.书证2份，2019年1月1日会东县人民政府发布的禁火令及

森林防火的通告各1份。 

  证据3-7.书证2份。 

  证据4.结案报告书1份、受案登记表1份、违法人员正侧身照片1

份、户籍证明1份、行政处罚报告书1份、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行政处

罚告知笔录1份、行政拘留回执1份、情况说明1份、呈请传唤报告书1

份、传唤证1份、呈请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1份、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1

份。 

  一审原告马登会向会东县人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会东县森林公

安局作出的东森公（刑）行罚决字[2019]1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 

  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依据：会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会东县野外用火管理办法的通知1份、2019年4月8日中共凉山

州委目标管理办公室清明节假期森林草原和城乡防火工作值班值守抽

查情况通报1份、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大排

查的紧急通知1份。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卷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

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1月1日，会东县人民政府发布的《2019年森林草

原防火禁火令》中载明，从2019年1月1日起，会东县已进入森林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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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禁火期，禁火期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宣布解除之日止；禁火区为

全县林地及距林地边缘200米以内的区域。2019年1月1日，会东县人民

政府《关于划定全县森林防火区的通告》中载明，会东县行政区域内

的林区及距离林地边缘200米的范围为森林防火区；县城周边、马头山

林区、黑嘎杉木组林区、野租林区、淌塘林区为森林高危险区。会东

县实行全年森林防火，其中：1-6月为重点森林防火期，2-5月、元

旦、春节、元宵、清明、五一、中秋、国庆、重阳、彝族年、冬至等

传统节日和森林火险等级为四级以上（含四级）的时段，规定为森林

高火险期。在会东县森林防火区禁止下列行为:上坟烧纸、烧香点蜡

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吸烟、野炊、烧

烤、烤火取暖；烧马蜂、熏蛇鼠、烧山狩猎；炼山、烧杂、烧灰积

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埂等；其他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在

森林防火区，因防治病虫鼠害、冻害、勘察、工程建设等特殊情况确

需在野外用火的，应当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要求采取防火措

施，严防失火。2019年6月4日，会东县公安局刑侦治安科制作的勘

验、检查笔录中载明，用火现场是破坏现场，位于会东县小地名“弯

弯头"处马登会家的地内，北面是农用地，农用地（四块）上是马登会

家的房屋，西侧有一条沟，沟内有灌木丛及林木，离马登会烧桑树枝

条处约10米，东侧是马登会家的农用地，农用地长约13米，靠东侧是

山林，山林离马登会烧桑树枝条处约30米，南侧有一条便道。现场有

烧桑树枝条时留下的灰烬痕迹，呈不规则形状。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

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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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第九十一条

“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

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的规定，会东县森林

公安局作为治安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

定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依法作出处罚的法定职责。因此，会东县森

林公安局有权对马登会是否具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 

  根据会东县森林公安局在诉讼中提交的马登会等相关人员的询问

笔录、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马登会禁火期及禁火区内擅

自野外用火的事实。会东县森林公安局经过受理、调查、告知等程

序，并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了马登会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

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后，作出的治安行

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会东县森林公

安局作出并实施的行政拘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不予支持。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森林防火期内，预报有高

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森

林高火险区，规定森林高火险期。必要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需要发布命令，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居

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因此，针对近年来森林火灾频繁发生的紧

急情况，为加强护林防火工作，避免森林火灾的发生，确保森林资源

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需要发布以决定、命令、通告等形式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严禁一

切野外用火。会东县人民政府也于2019年1月1日发布了《2019年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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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防火禁火令》和《关于划定全县森林防火区的通告》，其中对防

火期、防火区及禁止的用火方式均作出了规定，并进行广泛宣传。这

些规范性文件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

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应当得到辖区内公民或辖区外进入辖区的

全体公民的严格遵守。而就在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森

林火灾（因雷击引起）已造成31人（其中包括27名森林消防人员和4名

地方干部群众）死亡。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使国家失去了31名遵纪

守法的优秀公民，英雄生前所在单位失去了优秀的员工，时至今日，

英烈们的亲属还处在失去亲人的万分悲痛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防火

形势，上诉人明知在会东县防火期内禁止野外用火，仍在防火区距离

林区仅30米远的地方擅自违规野外用火，其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会东县森林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采取限制上诉人马登会

人身自由的措施，与上诉人野外违规用火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

质、程度和范围是相适应的。紧急状态，是指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特别

重大突发事件，需要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予以控制、消除其社会危

害和威胁时，有关国家机关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并宣布局

部地区或者全国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严重危急状态。从立法目的来

看，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是为了确保各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得到有效执

行，避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发生。而各级人民政府的决定、

命令也不仅仅针对国家层面的“紧急状态"作出，各级人民政府在行使

行政职能，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对于本辖区内发生公共卫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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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灾难、事故灾难、经济危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等紧急情况

时，也有权发布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在本辖区内执行，以便迅

速处置紧急情况。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宜理解为仅适用于

国家层面的“紧急状态"。故上诉人狭义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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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紧急状态"理解为是特指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的“紧急状态"，只适用于国家层面的“紧

急状态"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会东县森林公安局在处罚决定中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会东县森林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程序合

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亦应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马登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智强 

审判员  唐 波 

审判员  金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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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杨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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