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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补检是《动物防疫法》规定的一种补救路径，但在执法实践中，对补检制度的法律设定及可操作性存

有争议。笔者认为现行的补检制度易使检疫对象补检合格的标准低于正常标准；行政相对人如采取不报检而补
检的方式，易使原本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其产品变为检疫合格。这提示应重构补检制度设计要求，一是应对查
获的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可以规定留验、针对法定检疫对象进行快速检测、实验室检测等更为严格
的补检条件；二是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则不应或谨慎设计补救路径。本文研究提出了重新
构建现行检疫对象补检制度的可行性思路，可进一步强化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规范动物检疫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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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emedi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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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medi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owards animals is a kind of remedial measure as deﬁned i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disputes about its leg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ity during
the practice of law enforcement. It was believed by the author that current remedial system could make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lower than the normal one，therefore，i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dopted remedial quarantine，rather
than normal quarantine，anim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that had failed to pass quarantine might become qualiﬁed，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remedial quarantine system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follows：firstly，for the seized
animals withou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which should be，more stringent remedial quarantine，such as rapid
detec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should be stipulated；secondly，the remedial measur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or alternatively be designed in a cautious manner for any animal products that should be quarantined according to the
law but had not been done. In this paper，the feasibility to reconstruct current remedial system for quarantine objects
was put forward，which could further strengthen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for all quarantine activities.
Key words：remedi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ystem；animals or animal products which should be quarantined
according to the law but had not；quarantine objects；detection；animal 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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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查获的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
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的补救路径，该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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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初衷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并努力降

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防疫档案），

低其带来的动物防疫风险。补检制度的法律逻辑性

了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

及其在符合检疫工作实际的情况下，是否最大限度

及确认该养殖场（小区）六个月内未发生相关动物

地运用了兽医学方法，合理排除了法定检疫对象，

疫病，确认生猪已按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

从而实现动物防疫法的立法目的，值得探讨。

有效保护期内，了解是否使用了未经国家批准的兽

在监督执法实践当中，动物多数能够补检合

用疫苗，了解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餐厨剩余物饲

格，动物产品则可能补检不合格，原因主要是相对

喂生猪，省内调运种猪的还应查验《种畜禽生产经

人难以提供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来自非

营许可证》，确认其佩戴的畜禽标识与相关档案记

[1]

封锁区的证明 ，但该项补检合格条件的合理性及

录相符等规定在补检时均不再进行（或无法进行）；

对降低动物防疫风险的作用有待重新评价，新形势

再如生猪屠宰检疫，《生猪屠宰检疫规程》规定的

下对补检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尤为迫切。

查验生猪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佩戴的畜禽标识，了

1

解运输途中的情况，临床检查、宰前检查、同步检

1.1

现行补检制度的法律依据
法律层面

疫（包括非洲猪瘟快速检测）在补检时均不再进行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或无法进行），《办法》规定补检合格的条件对

定：“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

排除法定检疫对象的作用微弱。《办法》可能重在

检”，第四项规定：“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

考虑补检的可操作性，但动物、动物产品补检合格

的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不具备补

的标准显著低于检疫规程规定的检疫合格的标准。

检条件的予以没收销毁”，这是对动物卫生监督机

2.2

构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实

2.2.1

施补检的授权性规定。
1.2

规章层面

法学角度
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

因补检合格的标准较检疫规程规定的检疫合格的
标准显著降低

[2-3]

，假设一批动物不符合产地检疫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

规程的要求，而相对人采取不报检而缴纳一定罚款

第四十条至四十三条对动物、动物产品补检合格的

之后补检的办法，可使原本检疫不合格的动物补检

条件进行了明确，并规定了相应法律后果。

合格，如某猪场在 6 个月内曾发生过动物疫情，其

2

养殖的生猪按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的规定不符

2.1

补检制度的设计缺陷
兽医学角度
动物检疫属行政许可，动物检疫的依据是检

合检疫合格的标准，而按照《办法》的规定却可以
达到补检合格的标准。

疫规程。正常情况下的检疫合格与补检合格的法律

2.2.2

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实

状态无异，均为动物或动物产品附有相应的动物检

施补检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存在

疫合格证明、检疫标志，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是达

2 种可能：一是合法屠宰场生产的未经检疫的动物

到该状态该批动物或动物产品就应符合检疫规程的

产品，这种可能性在现行官方兽医驻场制度情况下

规定，能够合理排除法定检疫对象。但《办法》规

难以发生，暂不做讨论。二是私屠滥宰产生的未经

定的补检合格的标准，显著低于检疫规程规定的检

检疫的动物产品（笔者更认同该种情形的动物产品

疫合格标准，补检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的动物防

不属于依法应当检疫的动物产品），按照原农业部、

疫风险要远高于正常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屠宰

如生猪产地检疫，《生猪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的查

检验检疫和畜禽产品进入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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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的意见》（农医发〔2015〕18 号）的规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可以规定留验、针

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得向非法屠宰企业派驻官

对法定检疫对象进行快速检测、实验室检测等补检

方兽医。也就是说，对非法屠宰产生的动物产品因

合格条件，补检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其场所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等原因而不能对其实施

加施检疫标志，补检不合格的没收销毁。

检疫，而现行补检制度却为该类“非法产品”设计

3.2

了“漂白”路径。然而，即使此类动物产品符合《办

补检的程序设计思路。

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实施

法》规定的补检合格条件，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为其

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因

出具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加施了检疫标志，其动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各地参照该条例制定的其

物产品（尤其是食用动物产品）依然因为不能取得

他动物的屠宰管理法规、规章对未经检验的生猪产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品或其他动物产品未设计补救途径，如《生猪屠宰

不符合俱备“两章两证” 的上市条件进入流通或

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餐饮环节，这显然存在设计缺陷。

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2.2.3 《办法》要求相对人开具“非封锁区证明”

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

的补检条件没有上位法依据

《办法》第四十一

设备以及违法所得，……”《河北省畜禽屠宰管理

条至四十三条均规定了“货主在 5 天内提供输出

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来自非封锁区的证明”

定点从事畜禽屠宰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

的补检条件，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

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畜禽、畜禽产

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 号）

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因此，

的要求，“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

建议对其没收销毁。不受其他法律规范羁束的动物

消”，非封锁区证明在《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

产品因不具有操作可能性也应谨慎设计补救路径。

规中均没有规定。

3.3

2.2.4

建议取消《办法》部分条款内容

《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经检疫合格

《 办 法 》 第 四 十 一 条、 第 四 十 二 条、 第

的动物产品到达目的地，贮藏后需继续调运或者

四十三条规定的要求相对人开具“非封锁区证明”

分销的，货主可以向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重

的补检条件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重新申报检疫”

新申报检疫。……”

应予以取消。

此处“重新申报检疫”应

当属于行政许可范畴，但既是许可又以“可以”

3.4

的选择性措辞指引相对人，令人费解，且《办法》

的其他修改建议

增设行政许可可能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十六

对《动物防疫法》《办法》中补检部分条款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条第四款的规定。

定“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

3

第四项规定“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

3.1

补检制度的重构思路
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

的程序设计

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不具备补检条件的
予以没收销毁。”这种表述忽略了“补检”和“补

理论上应当推定屠宰、经营、运输依法应当

检合格”的区别，“补检条件”与“补检合格的条

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因违反法律规定，其动物防

件”也不应是同一概念，“补检”的语义与“补检

疫风险大于通过合法途径申报检疫的动物，法律应

合格” 也难以等同，就如“检疫”与“检疫合格”，

该为其设定更为严格的检疫合格标准。鉴于此，对

而补检的结果应当存在补检合格与补检不合格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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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检

销毁，并依照《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进

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

行处罚：……”对该行为因补检结果的合格与否规

条第二款规定补检，并依照《动物防疫法》处理处

定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但《办法》第四十条、

罚。”第二款“符合下列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

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却没有类似规定，类推适用第

机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符合的，按照

四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补检结果合格与否分别处理显

农业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规定了补检的

然不恰当，不论补检合格与否一概按《动物防疫法》

两种结果，应当是认同补检存在合格与不合格两种

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又与第四十三条所体现

可能的。

的行政管理理念不一致。文意表达不明确，令执法

笔者认为，对《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第

者和管理相对人感到困惑，应予以明确。

一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对依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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