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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无动物诊疗许可证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案的查处
陈

嫣，朱华奇，陆燕杰，孙正超，严丽华，陈建康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上海 201202）
摘

要：A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通过例行检查，发现了一起涉嫌无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的违法

行为。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经集体讨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18 445 元，并处 3 5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文对该案的适格主体、违法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自
由裁量等内容进行了点评，对同类案件的查处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出应进一步推动相关法律规章修订与完善，
重视执法与普法工作双管齐下，强化部门间协作机制，以提高查处效能，进而优化动物诊疗机构监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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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a Case of Engaging in Animal Clinical Activities
without Related Certificate
Chen Yan，Zhu Huaqi，Lu Yanjie，Sun Zhengchao，Yan Lihua，Chen Jiankang
（Law Enforcement Brigade of Agriculture Commission of Shanghai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1202，China）
Abstract：During routine checkup by law enforcement ofﬁcers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in region A，
the illegal activity that was suspected to diagnose and treat animals without any license was found. Upon investigation，
the party concerned was identiﬁed to have violated relevant laws，then a ﬁne of 3 500 yuan was imposed，and all his
illegal income of 18 445 yuan was conﬁscated as discussed by the authority and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 Based on the case，the eligible subject，illegal facts，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dur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discretion of case were commented in this paper，meanwhile，th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of similar cases were analyzed，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including further amending and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both law enforc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s，so a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handling such cases，and to optimize supervision
environment of animal clinics.
Key words：anim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without certificate for animal clinics；case；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discretion；evidence collec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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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务院的“先照后证”制度，

3

处理结果

加强动物诊疗机构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上海

经调查，认定当事人崔 × 未取得动物诊疗许

市 A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以下称，A 区动监所）

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

加强了对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执法，在例行

凿，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应

检查中，发现了一起无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

依据《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

疗的违法行为，现将此案的查处及体会简述如下。

处罚。

1

2017 年 11 月 30 日，A 区动监所经过重大案

案件来源
2017 年 11 月 27 日，A 区 动 监 所 执 法 人 员 2

件集体讨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18 445 元，并处

名外出检查，途经 ×× 路时，发现一家挂有“××

3 5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12 月 6 日，执法人

宠物诊所”招牌的动物诊疗机构，而该宠物诊所并

员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当

不在 A 区已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动物诊疗机构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申请

的名单中。执法人员随即出示执法证件，对该商铺

听证。12 月 15 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行

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崔 × 存在未取得动物

政处罚决定书》。同日，当事人到指定银行缴纳

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行为，该行为涉嫌

了罚款。

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执法人

4

员申请立案，并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

案件点评

2

调查经过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
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案例。当事人以开办动物诊疗机

A 区动监所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依法予以立

构的模式，对商铺进行了设计装修、合理布局，采

案调查。执法人员对该宠物诊所进行了现场检查，

购了专业的医疗设备和兽用药品。本案违法事实清

发现店内玻璃墙贴有 ×× 宠物诊所价目表，店内

楚，证据确凿。

设有诊疗室、配药室、处置室化验室和手术室各 1

4.1

主体适格

间，处置室，化验室内放有各类化验仪器。手术室

本案当事人未取得营业执照，为崔 × 个人，

内有手术操作台、无影灯和麻醉机各 1 台，手术台

违法主体适格。本案的执法主体为 A 区动监所，

上铺放有若干手术器械。执法人员现场收集了当

根据《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

事人崔 × 的个人身份证信息和诊疗收费情况记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本，未发现相关病历材料。崔 × 无法提供该宠物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执法工作。”

诊所的营业执照和动物诊疗许可证。执法人员对其

执法主体适格。

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4.2

《询问笔录》。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执法人员不仅收集了大量基础证据，也根据

经调查，当事人崔 × 承租该店面用于开办

《询问笔录》获取了当事人供述，形成了完整证据

“×× 宠物诊所”，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起开始

链，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起止时间、涉案违法所得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崔 X 承认其商铺的装修布局

和危害后果等进行了准确认定。

及经营场所内的设备、仪器、药物等均用于动物诊

4.3

适用法律准确

疗，且开展诊疗活动前并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

适用法律准确是动物卫生行政主体作出行政

根据检查时发现的收费记录本和当事人供述，其从

处罚决定的关键，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收费共计 18 445 元。

绳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基本要求。本案针对未取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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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违法行为，事实

长明显，以 A 区有证动物诊疗机构数量看，近 5

认定清楚，可选择适用的法律涉及《动物防疫法》

年时间，已从 20 余家发展至 70 余家，新开业的

《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动物诊疗机构正由城区向郊区辐射。动物卫生监

本案适用了《动物防疫法》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督机构作为动物卫生执法主体，应当在日常监督

进行处罚，遵循了上位法优先原则，充分体现了法

执法的同时加强普法的宣传力度，及时通过网络

律适用的合法、适当的要求。

平台、电视、微信公众号、免费讲座、社区活动

4.4

等多途径进行普法宣传 ，将普法宣传贯穿于事

[2]

自由裁量适当
本案调查结束后，A 区动监所召开重大案件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执法人员应充分认识到

集体讨论会，审核案件相关程序和证据材料，对案

普法宣传的重要性，为健全诊疗监管秩序和维护

件的违法事实、法律适用和裁量标准进行了认真研

公共卫生安全奠定基础。

究。鉴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首次被查处，且案发后

5.3

推动相关法律规章修订与完善

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案件调查过程中

《动物防疫法》《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目

已停止非法诊疗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根据《上

前针对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海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动物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裁量

处罚种类，只设定了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

基准（试行）》的规定，决定对其从轻处罚，自由

对用于无证诊疗的医疗器械、诊疗设备、兽药等并

裁量适当。

未设定没收的处罚种类，而此类器械设备、兽药多

5

是无证动物诊疗机构事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必然

5.1

有关思考
案件来源情况分析

条件，由此建议参考《兽药管理条例》的处罚条款，

目前的无证非法动物诊疗案件来源大致分为

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修订。

以下情况：一是隐蔽性强的从事动物美容、寄养、

目前，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无证诊疗的医疗

动物用品销售的商店，私下开展动物疫苗接种、驱

器械、诊疗设备不作处理，对于查获的兽用药品、

虫等诊疗活动，其营业场所难以看到诊疗用具、仪

疫苗的操作方式是区分有无条件申请动物诊疗许可

器设备或者兽用药品，该类案件多源于同行举报，

证，有条件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无证动物诊疗机

或与公众产生医疗纠纷后的举报投诉；二是开办在

构，对所查获的合法兽药产品不作处理，告知其申

郊区的无证宠物诊所，对外招牌为宠物诊疗或宠物

请条件、申请流程，并告知其在取得动物诊疗许可

诊所字样，内部装修布局也符合动物诊疗机构的规

证之前不得开展动物诊疗活动；对于无条件申请动

定，但未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即行开业。案件多

物诊疗许可证的无证动物诊疗机构（如从事动物美

源于同行举报、与公众产生医疗纠纷后的举报投诉、

容、寄养、动物用品销售的商店等），当事人对被

执法人员督查；三是“先照后证”等待期中发生的

查获的兽药等往往会主动上交处理，同时，也将主

无证动物诊疗活动，不少新开业的动物诊疗机构在

动上交行为，作为当事人配合调查取证的自由裁量

取得了营业执照之后、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之

权的考量标准之一。

[1]

前的这段时间进行试营业的动物诊疗活动 ，常见
案件来源于同行举报、与公众产生医疗纠纷之后的

5.4

强化部门间协作机制，提高查处效能
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挥“六个双”①

举报投诉、执法人员“照后证前”检查。

监管工作机制作用，打通部门间的监管壁垒，推动

5.2

联合执法，健全跨部门“双随机”②联合抽查机制。

执法与普法须齐抓共管
随着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动物诊疗机构增

今年第一季度，区环保市容局联合区农委对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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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点动物诊疗机构开展了首次“双随机”联合抽

②“双随机”：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检查事项，区

查，联合检查组按照“一次上门，综合检查”的方

级许可审批、行业主管、综合执法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结

式，依各自的监督检查职能，在规定时间内对随机
抽取的检查对象进行实地检查，在提高检查效率的

合监管行业、领域特点、风险状况等因素，在监管过程中
以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开展
检查。

同时，加强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③

③“双告知”：区登记注册部门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动的“双告知” 平台，则可以在第一时间，及时

注册时，应当根据“双告知”事项目录告知申请人需要申

向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推送准备开办动物诊疗机构情

请审批的经营项目和相应的审批部门；同时将市场主体登

况，在企业装修布局前，动物卫生监督部门事先介
入检查，给予专业指导意见，帮助企业更好地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但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
覆盖面目前仅针对动物诊疗机构，而对于宠物美容

记注册信息推送告知相关许可审批、行业主管、综合执法
部门及所在开发区、街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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