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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案件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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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是政府关注、社会关切和消费者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执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对畜

禽养殖、畜禽收购与屠宰、畜禽产品市场销售等环节如何适用法律存在执法困惑。本文结合有关法理分析认为：
一是养殖环节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或动物产品的，应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对养殖者进行处罚。二是屠宰
环节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的，要以违法行为是否构成为判定要素。对于畜禽产品尚未销售的，相关主体没有
法律责任，但应对问题畜禽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用于食品消费。对于畜禽产品已销售的，应根据《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对相关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在自营模式和代宰模式中，违法行为人认定和法律责任归属有所
不同。三是市场销售环节发现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应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食品安全法》处罚，农业
执法部门应防止越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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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ssue related to food safety，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have been concerned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the public and consumers. During the practice of law enforcement，it would be confused for enforcement
officers on how to apply laws to specific procedures includ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purchasing and
slaughtering，and marketing of relevant produc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it was
insisted that，in case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with excessive veterinary drugs were sold during animal
production，the owners should be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on Veterinary Dru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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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with excessive veterinary drugs during slaughtering，it should be judged by if the
illegal activities could commit a crime. However，no any legal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borne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 if their products were not sold in markets，but the suspected products should be disposed harmlessly to
prevent from being used for human consumption；and in case of the products were sold out，relevant offenders
should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Quality and Safety Law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r different business modes，the
identiﬁcation of offender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were also different. In addition，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ng，
the parties concerned should be published by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food and drug superv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not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should avoid enforcing any laws in excess of their powers.
Key words：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veterinary drug residues；law application；breeding；slaughtering；
marketing

近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开展畜禽产

规定的兽药用于食用动物时，饲养者应当向购买

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深入推进《全国兽药（抗菌

者或者屠宰者提供准确、真实的用药记录；购买

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2015—2019 年）》（以

者或屠宰者应当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

下称《行动方案》），全国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测

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第 43 条规定，“禁

合格率维持在 99% 以上。同时，食品药品监管部

止销售含有违禁药物或者兽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

门也不断强化动物源性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兽药残留

食用动物产品。”第 63 条规定了销售尚在用药期、

监管，2017 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

休药期内的动物及其产品用于食品消费的，或者

发了《关于动物源性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兽药残留若

销售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用

干管理规定的公告》，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于食品消费的法律责任 。据此，畜禽养殖环节

加大对动物源性食品非法使用违禁药物或滥用兽药

存在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或动物产品用于食

等违法行动的打击力度，及时向农业部门提供非法

品消费的，应由农业执法机关根据上述条款进行

使用兽药或兽药残留超标线索和监督抽检兽药残留

惩处。侯向进等

超标信息。

并提供准确真实的用药记录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2]

[3]

从养殖者如实记录养殖档案，

上海作为畜禽产品的消费型城市，绝大部分

以及购买者询问并查看用药记录，确保动物及其

畜禽产品由其他省（区、市）输入，在加强产地畜

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的法

禽产品监管的同时，也对输入的畜禽产品实施兽药

定义务和责任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主观状态下的

残留的严密监控和严格执法。2017 年以来，上海

责任界定。

市农业部门接受并处理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转来

笔者认为，《兽药管理条例》第 43 条设定的

的动物源性食品磺胺类药物超标的有关线索，也曾

行为规范，并没有假定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因此

在屠宰环节检测到供沪生猪磺胺类药物严重超标的个

在认定该违法行为时，不应以主观故意为前提，行

案。一线执法人员在处理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案件

政相对人只要实施了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或动

时，对于畜禽养殖环节、畜禽收购与屠宰环节以及畜

物产品的违法行为，不管是否准确、真实地记载并

[1]

禽产品市场销售环节，如何适用法律存在困惑 。据

告知了购买者有关用药、休药记录，也不论购买者

了解，各地操作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从法理角度

或屠宰者是否询问并查实所购畜禽是否在用药期、

对上述问题予以分析。

休药期之内，对于养殖者的违法销售行为均应按照

1

《兽药管理条例》第 63 条进行处罚；而对于购买

养殖环节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
《兽药管理条例》第 40 条规定，“有休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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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条例》第 40 条虽有相关义务性规范，

2019 年第 36 卷第 9 期

但却无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若其屠宰、销售兽药

别规定》也适用于农产品。

残留超标的动物或销售此类动物产品的，只能选择

2.2

其他法律规范。
2
2.1

屠宰环节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
观点争议

观点分析
屠宰环节发现兽药残留超标的畜禽产品是否

应该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作者认为，应从
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即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

畜禽屠宰环节发现兽药残留超标时，除追溯

入手，分析各主体是否具有法定义务和法律责任。

养殖环节违法行为外，对屠宰者应该如何处罚或处

根据畜禽屠宰模式和畜禽产品所有权不同，分 2

理，存在 2 种观点。

种情况讨论。

观点（1）认为，不应对屠宰厂（场）进行处罚。

一是代宰关系。在代宰关系中，代宰户是畜

按《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生猪屠

禽的收购者和所有者，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

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与相关标准，均未明确规

40 条规定，其负有“购买者或者屠宰者应当确保

定畜禽屠宰厂（场）检测兽药残留的法定义务，也

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

未设定相应法律责任。因此，畜禽屠宰厂（场）在

费”的法定义务。在其购买畜禽的行为中，虽然与

兽药残留超标案件中不承担法律责任。

畜禽养殖者共同完成了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畜禽的

观点（2）认为，畜禽屠宰厂（场）也属于农

违法行为。但《兽药管理条例》第 63 条规定的“销

产品生产企业，应该对其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售”不应理解为包括购买者的购买行为，也就是说

负有主体责任，只要兽药残留超标理应承担法律责

《条例》只明确了代宰户收购畜禽时的行为模式，

任。但对于如何选择法律规范进行处罚，又存在不

而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其收购尚在用药期、休药

同意见：一是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 63 条规定，

期的动物，并委托屠宰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对代

以销售尚在用药期、休药期内的动物及其产品用于

宰者不能按照《条例》第 63 条进行处罚。此时，

食品消费进行处罚。原农业部《关于销售含有违禁

畜禽屠宰厂（场）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和屠宰染

药物的食用动物产品行为处罚问题的函》（农办政

疫和疑似染疫、“注水”动物等的行为根本不同，

函〔2006〕16 号）也明确，在查处“瘦肉精”等

后者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屠宰行为。但假如屠宰者明

违法行为中，屠宰加工、销售环节适用《兽药管理

知畜禽药残超标，仍按照代宰户要求予以屠宰，且

条例》第 43 条、第 63 条和第 70 条规定。二是按

畜禽产品已被销售的，则必须追究屠宰者和代宰户

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 26 条规定，以生猪定

的共同违法责任。

点屠宰厂（场）出厂（场）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

二是自营模式。在自营模式中，屠宰厂（场）

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定性处罚。因为

则是畜禽的收购者、屠宰者和所有者以及畜禽产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55 条规定，生猪屠宰的

的销售者。如果其屠宰的畜禽兽药残留超标且尚未

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三是以该行为违反《农

销售出去，则该行为法律后果同代宰模式。如果已

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33 条第 2 项规定，按第 50 条

经销售出去，则其从养殖者购买畜禽的行为，连同

第 1 款规定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畜禽屠宰行为，以及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

组织销售农产品含有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不

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销售兽药残留

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为由进行处罚。四是按照

超标的动物产品”的违法行为，收购和屠宰行为只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

是销售这一目的行为的手段和过程，应依法追究其

规定》（以下称《特别规定》）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销售行为的法律责任。

以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

作者认为第 2 种观点中，之所以出现不同法

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进行处罚。因为该《特

律规范的选择和适用，或是因为对“销售”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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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有误，且对每部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理解不够。

据此，《兽药管理条例》显然不适用于畜禽产品市

认为应该根据原农业部复函（农办政函〔2006〕16

场销售领域。作者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

号）和《兽药管理条例》第 63 条进行处罚，这显

品安全法》出台后，尤其是农业部门和食品药品监

然是忽视了该条例第 2 条规定的适用范围。认为根

督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划分以后，《兽药管理条例》

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 26 条进行处罚也是忽

第 43 条、第 63 条和农业部复函中的“销售”一词

视了该条例的适用范围，而且对畜禽检验检疫的概

应做狭义理解，仅指养殖环节中的“销售”行为，

念和范围理解有误。笔者认为，根据《农产品质量

农业执法机关应防止越权执法。

安全法》，畜禽屠宰行为应属于农业生产活动，屠

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宰后的畜禽产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农产品质量安

监督执法是关键一环。上述内容提示：一是各级

全法》第 33 条第 2 项规定，农药、兽药等化学物

农业农村部门深入推进《全国兽药（抗菌药）综

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

合治理实施方案（2015—2019 年）》时，严格执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不得销售，其第 50 条规定了

行兽用处方药制度，加大畜禽养殖档案管理，对

法律责任，农业执法机关应依法行政。重庆市第一

用药记录不全、不如实记录，不严格执行休药期

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渝一中法行终

等违法行为，依照《兽药管理条例》查处；二是

字第 00430 号）即坚持该观点。基于此，适用《特

国家应明确畜禽屠宰企业兽药残留检测的法定义

别规定》进行处罚也就没有了法律依据，因为其适

务，对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设定罚则，解决代宰

用以没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为前提。

者与屠宰企业法律责任不清的问题 ；三是在抓

3

好养殖环节、屠宰环节兽药残留监控工作的同时，

[4]

市场环节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
对于消费者举报或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抽检

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部门间、地区间的沟通协调

发现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时，除追溯养殖环节、

联动，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项目要与市场监督

屠宰环节涉嫌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外，对市场销售者

管理部门相互衔接，消费地发现输入的畜禽及其

如何适用法律进行处罚，也存在不同观点。

产品兽药残留超标的，要及时反馈生产地有关部

观点（1）认为，应按《兽药管理条例》第 43
条、第 63 条规定进行处罚。侯向进等

[3]

等在《一

起药残留超标肉品零售引起的执法思考》一文中即
坚持该观点。
观点（2）认为，根据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职能分工，流通领域监管归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快速查处，以便形成齐抓共管、同频共振的良
好局面。
参考文献：
[1]

中国动物检疫，2018，35（8）：45-48.
[2]

门，市场抽检畜禽产品兽药残留超标时，应由其按
照《食品安全法》第 34 条、第 124 条进行处罚。

文件的适用范围。《兽药管理条例》第 2 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兽药的研制、生产、
经营、进出口、使用和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58

李良鉴，肖永鸿 . 对一起销售含违禁药品生猪产品案
的查处 [J]. 中国动物检疫，2015，32（7）：89-90.

[3]

侯向进，胡玉兵，陆东，等 . 一起药残超标肉品零
售引起的执法思考 [J]. 中国畜禽种业，2015（5）：

笔者赞同第 2 种观点。判断一部法律法规能
否适用于某类违法行为，首先应判断该法律规范性

刘晟， 许峰，吴忠亮 . 上海市生猪屠宰产业现状 [J].

27-28.
[4]

林绪勤 . 夏季生猪屠宰检疫中的药物残留问题的处
理 [J]. 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8，34（5）：4-5.

（责任编辑：孙荣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