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从无疫区外调入动物未经申报案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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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一起从无疫区外调入动物未经申报案件的查办过程。本案认定当事人的违法事实确实，根

据《青岛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规定，执法人员依法按程序给予了行政处罚。本文也对此类案件的违
法行为认定、调查取证、法律适用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建议进一步完善动物检疫出证系统，掌握该类违法行为
的查处要点，加强无疫区外引进动物和动物产品的监管，严厉打击私自引运行为，以期为执法人员依法做好动
物调运监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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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a Case of Transferring Animals
from Outside the Specific Disease Free Zone without Declaration
Mu Chan，Guo Jihai
（Qingdao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Qingdao，Shandong 266003，China）
Abstract ：Recently，a case of transferring animals from outside the speciﬁc disease free zone without declaration was
investigated，and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was introduced. Results showed the legal facts were clear，and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were given by law ofﬁcial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pecific Animal Disease Free
Zone in Qingdao. Then the affirmation of illegal acts，investigation，evidence col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w were
analyzed.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issuing system of anim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ertiﬁcate，grasping
the key points for investigating such cases，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ver the introduced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from outside the disease free zones，as well as cracking down the behavior of introducing or transporting animals without
auth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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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介绍

经立案调查，该养殖场确实存在从无疫区外调

2017 年 8 月，青岛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

入动物未经申报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青岛市无规

运用“山东省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对外地调

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入青岛市内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出具情况进

三十三条规定，即“从无疫区外调入动物以及动物

行检查时发现，C 市 A 养殖场于 7 月份从某自治区

产品的，应当向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由

调入 38 头肉牛用于饲养。执法人员立即与该市 6、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拟调入动物以及动物产品的产

7 月从无疫区外调入易感动物（动物产品）审批手续

地、品种、数量、运输路线和方式等进行审查。调入

汇总表对照，发现未有相关审批手续，于是根据检

的动物以及动物产品应当经指定通道进入检疫隔离

疫证明的到达地点信息，对 A 养殖场进行了调查。

场所进行重新检疫，合格的方可进入无疫区。”

2 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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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即“违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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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

实，证据确凿。

构给予警告，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3.3 违法行为认定准确

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二）从无

《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无疫区外调

疫区外调入动物以及动物产品未经申报，或者未经

入动物应向无疫区所在地动监机构申报检疫的法定

指定通道进入检疫隔离场所重新检疫的。”执法人

义务及罚则，即“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

员依法对 A 养殖场做出了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

动物产品，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

8 月 8 日，执法人员制作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定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

并送达当事人，告知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

报检疫，经检疫合格的，方可进入。”并可依据第

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 日内，进

七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行陈述和申辩。A 养殖场未提出陈述、申辩的要求，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

执法人员于 8 月 14 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决定书》，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当事人于 8 月 15 日到指定银行缴纳了罚款。

罚款：（三）未经检疫，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

3 案件评查

物、动物产品的……”进行处罚。此外，《动物检疫

3.1 主体适格

管理办法》
《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
《青

一是执法主体适格。本案属于动物卫生违法行

岛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均有明确的规定

为，执法机关为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青岛

和处罚措施。

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执法主体适格。二是被罚主体适

3.4 法律适用准确

格。执法人员查看了 A 养殖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

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主要是从无疫

格证”
“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袁 ×。

区外调入易感动物未向当地动监机构申报，因此产

袁 × 提供了身份证等信息，袁 ×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生了无申报手续、无审核材料、未经指定通道进入、

上述材料共同证明该养殖场为违法行为当事人。

审核材料无指定通道盖章、未在指定场所隔离等后

3.2 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果，介于当事人在调运时具有产地检疫证明、调入

养殖场主提供的动物检疫证明与执法人员查询

后隔离措施到位、动物疫病检测结果为阴性，按照

的检疫证明一致，不能提供该批动物无疫区外调入

行政处罚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认定其行

申报材料。养殖档案有 2017 年 8 月调入 38 头牛的

为为违反了《青岛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

记录，这批牛免疫、饲养、消毒等记录齐全。执法人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从无疫区外调入动物以及动物

员现场核查牛棚里牛的耳标号与检疫证明标注的牲

产品未经申报”的规定，法律适用正确。

畜耳标号一致。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身份材料、养殖

4 有关思考

场牛棚、牛棚内耳标号、检疫证明等进行拍照取证，

4.1 动物检疫出证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对养殖场主袁 × 进行询问，

本案是一起通过电子出证系统查询发现的案

制作了《询问笔录》。袁 × 陈述了自己从某自治区

例，到达地养殖场信息明确，能够准确查找到违法

某地购买 38 头牛，未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当事人。但实际工作中，出证信息填写不全或不规

和申报，调入后在自家牛棚里与其他牛只隔离饲养

范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到达地内没有对应的养殖

至今的事实。以上资料共同证明了当事人的违法事

场、屠宰场，导致部分涉嫌违法的行为无法对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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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追查。兽医主管部门应完善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

4.3 加强无疫区外引动物和动物产品监管的措施

统，特别是已经建成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域的地方，

实际工作中，应严格执行外引动物审批、指定

更应根据本区域特点完善电子出证系统，以利更加

通道进入和隔离监管等有关规定 ，加大法律法规

规范监管执法活动。

宣传，组织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加强饲养、屠宰、销售、

4.2 查处类此违法行为的关键点

贮藏等环节查证验物，严厉查处私自引运动物和动

一是及时掌握养殖场调入调出信息。养殖场是

[2]

物产品等违法行为。

动物调运的关键环节，执法人员要加强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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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项数据对调出调入情况进行核查，查询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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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地、养殖场、电话等信息，提高办案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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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检疫“一体两翼”工作机制，充分依托水

体迫在眉睫。具备条件的省份，如“三定”方案明

生动物疫控技术力量，强化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的技

确了渔业部门水产苗种检疫职责的，或者省级农业

术支撑。三是细化检疫操作规范。农业农村部发布

主管部门明确由渔业机构承担水产苗种检疫职责

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三个规程相对比较原则，各地

的，该承担机构视同水生动物卫生监督所承担水产

可以制定细化的操作规程，以增强检疫的可操作性。

苗种检疫的相应职责（北京市目前做法）。暂不具

四是加强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技术研究，积极推进免

备条件的省份，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动物检疫

疫接种、快速检测等工作，夯实防疫基础，不断提

管理办法》，完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委托机制，将水

升检疫的技术水平。

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落到实处。当前政府机构改革
在即，理顺管理体制是大势所趋，加快建立包括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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