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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非封锁区的证明是《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材料，是官方兽医依法实施动物产品

补检的前提条件，也是完善动物检疫监管秩序的重要载体。现阶段，我国动物防疫法律规范中，对动物产品来
自非封锁区的证明文件的格式尚无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对该证明的规范格式、必备内容以及合法性和有效性等
方面存在较大困惑。本文分析了实务中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出具中存在的主体不合法、名称不统一、
内容不详实等现象，结合动物疫病防控与执法实践需求，建议明确证明的出具主体，规范证明的必备内容，统
一证明的标准格式，以期为完善证明的出具和规范动物产品的补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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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rtificates for proving animal products from unlocked zones are the instrument materials with legal
significance as defined in Regulations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Quarantine，which provides necessary
prerequisites for official veterinarians to implement supplementary inspection for anim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law，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carriers for improving the order of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over animals. At presen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ere confused by the formal format，required contents，legitimacy and validity of the
certificates，because the format of the certificates had not been specified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refore，some
problems were analyzed in the paper，such as illegal subjects，inconsistent titles and incomplete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nimal diseas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in practice，some pieces of advice were given，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subject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the certificates，standardizing all required contents，and
unifying the formal format，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issuance of the certifica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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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ing supplementary inspection for animal products.
Key words：animal products；unlocked zones；supporting documents；format；animal quarantine；supplementary
inspection

根据现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 41~43 条
的规定，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

挥部也无权出具该证明。
1.2

证明文件的名称不统一

符合补检条件的应当予以补检，由动物卫生监督机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 41~43 条仅规定货

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中，作为动物产

主应提供动物产品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

品的补检条件之一，是要求“货主在 5 天内提供输

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但并未明确该证明的法定名

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来自非封锁区的证

称。换言之，只要能够证明涉案动物产品来自于非

明”

[1-3]

。目前，国家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对动物产

封锁区这一客观事实即可，对该证明名称和的形式

品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文件的格式、内容和效力等

要件并不做具体要求。由于无统一规范要求，各地

均未作明确规定，动物卫生执法人员对如何认定证

出具非封锁区证明的名称多样，格式也五花八门，

明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存有较大困惑。本文结合

影响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法形象。如，称之为“证

基层执法需求，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文

明”“非疫区证明”“非疫区、非封锁区证明”“猪

件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

源自非疫区证明”，等等。在执法实践中，对此要

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 1.1 所述，各种“非疫区”

1.1

证明文件存在的问题分析
证明的出具主体不合法

证明不是法定的证明文件，即便由输出地动物卫生

根据《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非封锁区

监督机构出具，也无法证明该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

证明的法定出具主体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官方兽

锁区的事实，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对于“证明”、

医只能依据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产

“非封锁区证明”等，则要对其内容进行实质分析

品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作为判定是否符合补检条件

和判断，只要其能够证明该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

的前提之一，其他任何机构出具的证明均不具有法

区的事实，即可认定该证明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律效力，不得据此认定为符合补检条件。执法实践

1.3

证明的内容不详实

中发现，出具非封锁区证明的主体以动物卫生监督

由于国家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文

机构为多，但也存在不统一、不合法的情况，有以

件的内容并无具体规定，各地在办理涉及依法应当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农业综合执法部门（承担

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案件时，要求货主出具

动物防疫监督管理职责的除外），或者防治重大动

该证明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要求证明的事

物疫病指挥部等机构出具的现象。原因可能是混淆

项详实具体，有的地方要求则较为笼统，导致出具

了“疫区”和“封锁区”的概念，《动物防疫法》

证明的权威性、有效性大打折扣。如：（1）某县

规定划定疫区的主体是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发布封

级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具证明，表述为“某省某县近

锁令的主体是人民政府，个别地方主观认为，非封

期无动物疫情发生，县域全境为非封锁区。”（2）

锁区证明的出具主体以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为好。鉴

某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具证明，表述为“XX 公司所

于动物卫生监督是授权的执法主体，因此，由农业

采购生猪全部来自非封锁区养殖场，严格执行各项

综合执法机构（承担动物防疫监督管理职责的除外）

动物防疫制度，并经驻厂官方兽医检验检疫合格，

出具非封锁区证明是违法的，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

出厂猪产品均持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3）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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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证明，表述为“该批动物产

内的特定养殖场或屠宰场（厂）。同时，由于封锁

品来自非封锁区”。从证据的证明力角度来分析，

区划定与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有关联，而非封锁

以上文件和表述不能充分证明涉案动物产品来自于

区证明虽然只是个结果，但要考虑其时效性。某地

非封锁区的客观事实，执法人员在认定该类证明的

域在特定时间段内属于封锁区，但依法解除封锁后

合法性和有效性时，应持谨慎态度。

则属于非封锁区。因此，明确动物产品的起运时间

2

和涉及的非封锁区域和时间段尤为重要。出具证明

证明文件的格式设计与建议
笔者认为，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根据涉案动物产品相关的

证明标准，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区这一待证事实，

特定重大动物疫病的潜伏期，核实该批动物产品离

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证明：（1）某行政区域在

开产地时是否处于封锁区域内，是否处于封锁期间。

某特定时间段内，处于动物防疫意义上的非封锁行

在正文部分还应明确该证明的有效期限。

政管制状态；（2）该批动物产品来自于该非封锁

2.3

尾部

管制状态的区域，处于该时间段内；（3）该批产

包括证明的出具主体和出具日期

品为特定的货主所有。据此，笔者建议将该证明设

2.3.1

计为首部、正文和尾部三个部分。

主体只能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但有观点认为，根

2.1

首部包括该证明文件的标题和收文机

据“谁发布，谁证明””的原则，动物卫生监督机

关两部分。标题建议统一为“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

构出具“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值得商榷。《动物

区证明”。与“证明”“非封锁区证明”“某批动

防疫法》只规定了依法封锁疫区是当地政府的职责，

物产品来自非封锁区证明”等相比，该名称能够完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仅是执行机构，“来自非封锁区

整和准确的表该文件的内容及意义。收文机关是指

的证明”建议修改为由输出地政府部门或畜牧兽医

有权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实施补

主管部门出具更为合适，以进一步增强该证明的权

检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即发现该违法行为的动物

威性和有效性。

卫生监督机构，不能是货主或其他部门。

2.3.2

2.2

正文中的有效期限相呼应和衔接，另一方面也可以

首部

正文部分

2.2.1

关于涉案动物产品属于特定货主的描述

出具主体

出具时间

如前所述，该证明的法定出具

出具时间一方面可以和该证明

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依据《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

要描述该批动物产品的数量（重量）、规格和存在

定，在 5 日内提供了该证明。

形态等信息，并明确该批动物产品的货主为某特定

3

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由于此类案件大

3.1

有关思考
关于特定时间内动物及动物产品合理处置问题

多发生在市场或流通领域，动物产品离开产地已有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提供

一段时间，也有可能货主和承运人并非同一人，明

有关证明，在提供证明期间动物产品需要滞留或者

确上述信息有利于锁定事实证据，便于案件的后续

冷藏，此间的费用负担应在今后立法完善中予以考

调查处理。如，可描述为：“你单位查获的 10 吨

虑 。针对动物而言，县级人民政府给动物卫生监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鸭肉（光鸭 XX 只）为

督所配置动物留验场所的情形较少，因此绝大部分

我县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XX，工商营业执

地区无法实施留验措施；然而，即使配置了留验场

照编号：XX）所有。

所，留验期间动物的饲养由谁负责、出现死亡由谁

2.2.2

关于某行政区域在特定时段内为非封锁区

承担等问题也难以解决。针对动物产品而言，按照

的描述

要明确涉案动物产品来自某最小行政区划

现行的规定，往往无法鉴定是否“在保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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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无腐败变质”；加之，国家对大部分动物产

明也就失去了存在必要和法律效力。

品的保质期没有统一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仅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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