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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 市执法人员检查发现，×× 牧业有限公司涉嫌无证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
事实存在，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本文从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和处理结果等进行介绍，
并对该案的事实、证据、程序、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应用以及自由裁量等进行了评析，并提出加强兽用生物
制品监管，严防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相关制品以及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环节责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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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a Case of Sellin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Without Business License
Du Yunhui，Bai Zhiwei，Tang Jun，Yuan Yi
（Chengdu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Law Enforcement Corps，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inspection by law enforcement ofﬁcers in city A，it was found that an animal husbandry limited
company was suspected of sellin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without business license. Upon investigation，the fact
of illegal activity was determined，the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was imposed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Veterinary Drugs. In this paper，the source of the case，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and processing results were
introduced，and the facts，evidences，procedures，appl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rules and discretion
were discussed，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ver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preventing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from infecting relevant products，reﬁning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pec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in each process.
Key words：unlicensed business；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case；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discretion；supervise

1

案件来源
2018 年 6 月 12 日，A 市执法人员对 ×× 牧

复印件，对涉案产品进行了抽样取证、拍照取证和
证据登记保存，并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业有限公司以下称（B 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

《询问笔录》，提取了涉案产品的物料收发明细表

现公司冰柜中存放的 4 种兽用生物制品超出了该公

及相关资料。6 月 19 日，A 委执法人员对 B 公司

司取得的《兽药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对涉案产品的经营情

故 B 公司涉嫌无证经营兽用生物制品。

况进行了进一步查证。

2

调查经过

经调查发现：B 公司虽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

6 月 12 日，A 委执法人员现场收集了 B 公司

但其经营的 4 种兽用生物制品已超出该公司兽药经

的营业执照、兽药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身份证等

营许可证所载明的经营范围，违反了《兽用生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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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前款规定的《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

兽用生物制品不在其《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

围应当载明委托的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名称及委

围内。故本案确定当事人为 B 公司。

托销售的产品类别等内容。经营范围发生变化的，

4.2

经销商应当办理变更手续。”依据《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养殖户、养殖场、动物诊疗机构等使用

违法行为定性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结

合运用。

者转手销售兽用生物制品的，或者兽药经营者超出

《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

《兽药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范围经营兽用生物

《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应当载明委托的兽

制品的，属于无证经营，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

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名称及委托销售的产品类别等

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罚。”由此，认定其经营以上 4

内容。经营范围发生变化的，经销商应当办理变更

种兽用生物制品的行为属无证经营，当事人无证

手续。”当事人经营的 4 种涉案兽用生物制品超出

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行为成立，应当受到行政处

其《兽药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经营范围行为是违

罚。当事人无证经营 4 种兽用生物制品的货值共

法行为。

计 14 625 元。
3

处理结果

根据《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养殖户、
养殖场、动物诊疗机构等使用者转手销售兽用生物

经调查发现，当事人的无证经营兽用生物制

制品的，或者兽药经营者超出《兽药经营许可证》

品的违法事实存在，应当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

载明的经营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属于无证经

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7 月

营，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9 日，经集体讨论后，执法机关于 7 月 18 日向当

故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为无证经营行为。

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7 月 19 日，

4.3

违法行为处罚与自由裁量

当事人向执法机关提出了陈述申辩。7 月 25 日，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违

经集体讨论后，执法机关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依

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

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

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

定，参照《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

8 月 7 日，执法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

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

定书》，做出“没收四种违法兽用生物制品及违

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

法所得 3 611 元，处货值金额 14 625 元 3 倍，即

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

43 875 元的罚款，罚没款合计人民币 47 486 元”

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

的处罚决定。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行政处罚

同）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

决定，并及时到发证机关对《兽药经营许可证》进

法查证核实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行了新增经营品种备案，本案终结。

……”的规定，参照《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标

4

准（兽医兽药管理）》的裁量标准，以及《行政处

4.1

案件评析
被罚主体适格
调查证据显示，本案涉及的 4 种兽用生物制

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不
符合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的要求，给予当事人货值

品生产厂家均具备相关生产资质和许可证，并分别

金额 3 倍的罚款，自由裁量适当。

与 B 公司签订了销售委托书。B 公司具有《兽药

4.4

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但本案涉及的 4 种

程序合法
本案的立案、调查取证和案件处理均按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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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7 月 19 日，当事人向执

度的影响。

法机关提出了陈述申辩。7 月 25 日，执法机关再

5.3

次进行集体讨论后，认为当事人陈述申辩的理由不

转销责任追究问题
根据《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经销商只能将

充分，不予采信，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

所代理的产品销售给使用者，不得销售给其他兽药

5

经营企业。执法实践中，执法者发现该办法只对经

5.1

有关思考
强化兽用生物制品监管意义重大

销商的经营行为有禁止性条款规定，但由于没有相

农 业 农 村 部 在 2019 年 5 月 13 日 发 布 第 172

关的罚则，不但经销商向其他经销企业销售产品的

号公告，要求自 2019 年 5 月 25 日起，各兽用生物

违规行为得不到查处，也使其经营的兽用生物制品

制品生产企业应对兽用生物制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的质量安全存在隐患。如果经销商将所代理的产品

毒种、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等全面开展非洲猪

销售给其他兽药经营企业，该如何追究责任？

瘟病毒核酸检测，并做好检测结果报送和后续处置

笔者认为：（一）若经销商或其他兽药经营

工作。为确保兽用生物制品质量安全，防止非洲猪

企业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直接

瘟病毒污染相关制品，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加强

适用《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处罚；（二）

兽用生物制品的监管，也应是今后重点关注的问题。

若经销商有《兽药经营许可证》，但违反《办法》

5.2

第十条的规定，未在《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经营

生产环节和经营环节责任认定
《办法》只对兽用生物制品的生产企业和经

范围内载明委托的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名称及

销商之间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兽用生物

委托销售的产品类别等内容的，其行为定性适用

制品生产企业可以将本企业生产的非国家强制免疫

《办法》第十六条“无证经营”，适用《兽药管

用生物制品直接销售给使用者，也可以委托经销商

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按无证经营行为进行处罚。

销售”。有观点认为，生产企业将兽用生物制品委

（三）若经销商具备兽用生物制品销售资质，将

托给不具备销售资质的经销商，现阶段法律法规只

其所代理的兽用生物制品未直接销售给使用者，

对经销商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有处罚

而是销售给其他兽药经营企业的，现阶段无处罚

条款，而对生产企业的行为没有处罚条款，这并不

条款，建议进一步明确经销商责任，设定其负有

能从源头上改变生产企业随意委托、任意委托经销

审查（至少是书面审查）购买者是否是使用者的

商销售生物制品的局面；唯有对生产企业和经销商

义务，销售时须要求购买者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双向约束，才能形成良好的兽用生物制品监管局势。

并收存备查，如养殖场动物防疫合格证、主管部

笔者认为，对经销商经营资质认定，具有专

门备案证明、基层动物防疫站证明等资料。明确

业性，且其资质也可能随经营活动的开展和时间推

设定经销商未审查购买者资质或未保存购买者提

移发生变更，资质确认是行政主管部门动态的监管

供的相关证明资料的，应承担相应行政法律责任，

过程，属于事前、事中的行政许可行为，该义务不

即可由行政机关对经销商予以行政处罚。

应强加于生产企业；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信赖

5.4

细化责任，加强运储环节监管

保护原则，即更好地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

由于兽用生物制品的特殊性，对运输和储藏

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同时兼顾行政执法的效率

的条件，有较高的要求。如果不规范储藏或运输

性，若对该情形中的生产环节和经营环节分别给予

造成疫苗失活，影响其质量，该如何追究责任？

处罚，则不利于兽用生物制品生产市场的稳定，对

而现阶段，《兽药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也有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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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血清中一般不能检出病原核酸，因此只能采集

of horses[J]. Revue scientiﬁque et technique，1990，9：

抗凝血进行检测。但由于一些单位采用肝素抗凝管

1187-1194.

采集全血，而肝素对 PCR 的抑制作用较强，而且

[5]

al. Antibody to a recombinant merozoite protein epitope

一般的核酸提取方法并不能去除肝素，因此检测结

identiﬁes horses infected with Babesia equi[J]. Journal of

果往往为阴性。本研究同样发现血清的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而且发现肝素对 PCR 的抑制作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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