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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兽药影响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加大兽药监督执法力度是保障兽药质量，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

重要内容。基于《兽药管理条例》修订滞后及兽药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等新规定出台等因素，致使执法
人员在法律适用、违法事实认定和证据收集、货值及违法所得认定等方面存有争议。本文提出了应修订《兽药
管理条例》及自由裁量基准，对无证经营兽药案中兽药进行定性，根据检验报告认定假劣兽药适用法律依据，
正确认定兽药违法所得及文书制作等相关思考，旨在为规范兽药监督执法行为，提升执法队伍依法行政水平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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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nimal-derived food is affected by veterinary drugs，it is important to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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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because of the delay revision of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Veterinary Drugs and publishment of new
regulations on severe punishment against serious violations related to veterinary drugs，there has been some disputes
in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including application of laws，identiﬁcation of illegal facts，evidence colle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goods value and illegal income. In this paper，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Veterinary Drugs and the standard on discretion should be revised，veterinary
drugs involved in cases of selling without business license should be identiﬁed，applicable laws on fake and inferior
veterinary drugs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est report，illegal income from veterinary drugs should be correctly
calculated，and related documents should be prepared，etc.，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tandardizing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for veterinary drugs and to improve the legal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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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提升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行政执
法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农业农村部及各级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制定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办
法》《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促进了各级执法
部门严格、规范、公正、公平、文明执法。各级主
管部门和执法机构也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通
过组织评选优秀行政处罚案卷、优秀行政处罚决定
书等形式，大力提升了执法办案人员的操作技能和
综合素质。兽药行政处罚案卷在主体资格、履行程
序等方面已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但由于《兽药管
理条例》（以下称《条例》）修订滞后及兽药严重

图1

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等新规定出台等原因，导致

2016—2018 年北京市假劣兽药相关
案件数量与兽药案件总量对比

兽药执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事实和证据等诸多方面
存在困惑。本文主要分析假劣兽药案件查办中易混
淆及存在争议的相关问题，与同行共商。
1

假劣兽药案现状分析
兽药在防治动物疫病，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
[1]

的同时，也影响着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 。尽管
国家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兽药生产、经营、使
用等行为，但兽药违法行为仍屡禁不止。加大案件
查办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这既是维护正常的
兽药管理秩序，也是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图1

的重要抓手。2016—2018 年，北京市共查办兽药
案件 383 起，罚没款总计 250.92 万元。涉及假劣
兽药的案件有无证生产兽药案、无证经营兽药案，
有证生产假劣兽药案、有证经营假劣兽药案，和使
用假劣兽药案 5 种案件类型，共 232 起，罚没款数

2

2016—2018 年北京市假劣兽药相关案件
罚没款与兽药案件罚没款对比

查办假劣兽药案存在的问题

2.1
2.1.1

法律适用方面
对法律条款的理解存争议

一是《条例》

第六十二条有两个概念，“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

共计 201.53 万元。其中，无证经兽药案多数涉及

化合物”（以下称禁止使用兽药）和“违禁药物及

假劣兽药，因部分案卷未对兽药进行定性，所以未

其他化合物”
（以下称违禁药），但未明确具体含义。

详细区分。2016—2018 年，北京市假劣兽药相关

如禁止使用兽药是否包括违禁药和假劣兽药；违禁

案件数量及罚没款与兽药案件总量的对比见图 1、

药是否为农业部 176 号、193 号、235 号、1519 号、

图 2。查办假劣兽药案件是兽药监督执法工作的重

560 号公告公布的禁用清单，还是也包括假劣兽药

中之重。

和人用药；二是《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对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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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

主要成分含量未检出或含量极低的产品，认定为《条

害化处理”，但未明确违禁药是否包括假劣兽药，

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兽药变质”

所以对饲喂了假劣兽药的动物及其产品是否进行无

的情形或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以非兽药冒充

害化处理存在争议；三是对《条例》第六十二条“无

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的情形；二是

害化处理”的方式及对象存在争议，如无害化处理

将兽药中检出其他兽药成分的产品认定为劣兽药；

的方式是否仅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处理病死动物

三是将兽药性状、pH 值检查、鉴别等不符合标准

尸体及相关动物产品，宠物、皮毛动物等非食用动

的情形，认定为《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

物使用了违禁药后是否进行无害化处理；四是查办

情形。笔者认为：一是针对兽药主要成分含量未检

无证经营兽药案时，发现假劣兽药线索，但在案件

出或含量极低的产品，在没有“兽药变质”或“以

调查时未对假劣兽药进行定性，原因是无证经营兽

非兽药冒充兽药”等相关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为劣

药与无证经营假劣兽药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和自由

兽药更为合适，主要成分含量为零，属于《条例》

裁量基准相同。针对上述争议，建议农业农村部尽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情形“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

快修订《条例》，明确违禁药、禁止使用兽药的概

标准或者不标明有效成分的”，也属于兽药严重违

念和无害化处理的方式及对象，解决无害化处理费

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主要成分含量在国家标准下

用由谁承担和采用肌注、静注等给药途径使用违禁

限 50% 以下”。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兽药监督抽

药的动物及产品是否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问题；增加

检源于经营环节，经过调查确实属于经营储存不当

假劣兽药、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处理方

等原因导致“兽药变质”情况的，应当对经营企业

式，如没收；增加对违法使用兽药个人（个体工商

进行处罚；二是兽药中检出其他兽药成分的情形属

户）的处罚条款，如将《条例》第六十二条“对违

于《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兽药所含成

法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中“违法单

分的种类、名称与国家兽药标准不符合的”规定的

位”改为“使用单位”。尽管农业农村部已公布《关

情形，为假兽药；三是兽药性状、pH 值检查、鉴

于兽药执法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使用假、劣兽

别等不符合标准的属于《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

药的处罚依据，但仍有部分观点认为不能处罚养殖

项“其他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但不属于假兽药的”

场户，所以建议《条例》增加使用假劣兽药的处罚

规定的情形。

条款。查办无证经营兽药案时，建议执法人员对兽

2.2

药产品进行定性，且根据假劣兽药货值或者违法所

2.2.1

得确定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不充分，查办无证生产、经营兽药案时，证据材

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如果

料中只有一份《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当事人

不对兽药进行定性，可能出现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现场无法提供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案件调查过

的情况。同时，建议农业农村部尽快修订《条例》

程中对是否取得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未作询问调

第五十六第一款的规定，明确区分无证经营兽药、

查；二是兽药从重处罚证据不充分，根据检验报

无证经营假劣兽药的处罚幅度条款；省级兽医行政

告“兽药中检出其他成分”查办生产假兽药案件时，

管理部门修订《条例》自由裁量基准，将无证经营

只对企业生产假兽药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但未

假劣兽药行为和无证经营兽药行为列为不同的违法

查明企业是否存在改变组方添加的问题，却以此认

情节进行分阶，在货值或品种一致的情况下，对前

定企业符合从重处罚情形“改变组方添加其他兽药

者的处罚要更重。

成分”。询问笔录是指为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

2.1.2

法律条款适用不当

事实与证据运用方面
证据收集不充分

一是资质调查证据收集

主要出现在根据检验

而向相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文字记载。

报告认定不合格兽药时，共 3 种情况：一是将兽药

由于受现有执法条件的限制，《询问笔录》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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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收集证据的重要手段，规范制作《询问笔录》
[2]

假，应收集产品召回记录、产品处理记录、货款往

对行政执法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查办无证生

来等相关证据。四是关于留样的产品是否计入货值，

产、经营兽药案时，除了现场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

建议参考批生产记录及入库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

许可证件，在询问调查阶段，应当对当事人进行询

确定。五是关于抽样的产品，如果抽样时已支付样

问，确认未取得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事实，从

品费，应计入违法所得，如果没有支付样品费，可

而确保案件调查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查办生产“兽

不计入违法所得。不管抽样时是否支付样品费，均

药中检出其他成分”假兽药案时，按照农业农村

应计入货值。

部“符合从重处罚情形的，予以从重处罚”的规定，

2.3

文书制作方面

建议开展深入调查，查明企业是否存在改变组方添

执法文书是行政主体实施法律的重要手段，

加其他兽药成分的行为，符合从重处罚、证据确凿

实施行政处罚的记录和凭证，是体现执法程序的载

的按照《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兽药

体，也是衡量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

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撤销兽

标 。兽药案件执法文书常出现的问题：一是案由

药产品批准文号。

表述错误，将生产劣兽药案的案由表述为生产不合

2.2.2

查办无证生产兽药或

格兽药案、制售劣兽药案等；二是违法依据表述错

有证生产假劣兽药案时，未查明用于违法生产的原

误，将生产劣兽药案的违法依据表述为违反了《条

料、辅料及包装材料，根据《条例》第五十六条第

例》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三是假劣兽药

一款的规定，应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

生产批号或规格表述有误，部分案卷中未写明兽药

包装材料。这提示查办无证生产兽药或有证生产假

生产批号、产品规格，部分案卷中兽药生产批号、

劣兽药案时，应查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及包装

规格与检验报告信息不一致；四是针对无证或有证

材料，无剩余的在案卷中写清楚相关物品无剩余，

经营假劣兽药的案卷，《询问笔录》未体现追溯假

有剩余的写明数量并予以没收。

劣兽药来源和去向的内容。

2.2.3

违法事实表述不清

[4]

货值及违法所得认定存争议

货值金额与

针对上述内容，笔者建议：一是查办生产劣

违法所得在执法过程中是涉及罚则的关键因素，进

兽药案时，案由应统一为“生产劣兽药案”，违法

[3]

行证据搜集时要做到凭证和记录相符 。兽药货值

依据为《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因为生产企业的生

及违法所得争议的内容包括：针对尚未销售的假劣

产行为已包括了经营行为。兽药经营企业经营假劣

兽药，无法获得销售价格时，如何计算货值；召回

兽药案的违法依据是《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的兽药是否计入违法所得；抽检的兽药、留样的兽

二是案卷中应写明生产批号或规格，尤其是涉案产

药是否计入违法所得和货值等。《条例》第七十一

品有多个生产批号或多个包装规格时，不写明生产

条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经营兽药的标价计

批号、规格，很容易造成违法事实描述不清的情况；

算。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有以下处理意见：一是因

三是查办经营假劣兽药案时，应当在《询问笔录》

企业未销售无法获得销售价格的，一般有 3 种方式

中体现追溯假劣兽药来源和去向的内容。案后对

计算货值。（1）按照企业提供的合理的销售价格

涉及违法生产、使用的行为坚决查办或将违法线

计算；（2）按照同类兽药的市场价格计算；（3）

索移交，严厉打击兽药违法行为，保障动物产品

货值无法查证核实的，按照《条例》第五十六条第

质量安全。

一款的规定，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二

3

查办兽药案件经验分享

是兽药销售价格不一致时，如果已全部销售，违法

一是线索收集方面。注重收集财务发票，检

所得即货值金额；未全部销售的，剩余产品可按照

查企业销售兽药发票日期是否早于取得许可的日

平均销售价格计算货值。三是召回的兽药产品应计

期。二是收到线索反应迅速。如收到举报网络销售

入货值，不建议再计入违法所得，但为避免企业作

（下转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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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农村农业主管部门加强兽药网店实体和仓

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这是兽药

库的监督检查，工商部门加强兽药网络销售实名制

经营企业实体门店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认证、鼓励投诉举报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加强涉刑

规定，但缺少网络商家取得资质的具体标准，应结

移交案件的查处等等。各部门间加强协调联动和跨

合网络销售兽药的实际特点，增加根据经营范围细

地区协作配合，做到发现问题迅速处置，从而更好

化经营场所、仓库设施、人员配备等针对网络销售

地对兽药网上销售实行有效监督。

兽药的资质条件、审批程序、法律责任等详细内容。

3.2

3.4

建立健全信息互通机制

加强宣传引导

网络平台定期将在其平台注册经营兽药的网

对从事兽药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以

店信息，通报给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

及使用者加强兽药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的宣传，重

部门对其注册提供的证照真伪进行核实，并及时反

点推广宣传国家兽药基础信息网和兽药基础信息查

馈。同时，将属地注册网店纳入监管范围，消除监

询 APP，通过扫描兽药基础信息二维码，兽药产

管空白。

品不但可以一键扫码识假，还可以方便兽药的经营

3.3

者和使用者核对、查验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兽药组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政府层面尽快出台涵盖全面网络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行政许可目录清单，方便营销平台
和有关部门对网络商家许可资质进行核查。《兽药
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兽药的企业，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
的兽药技术人员；（二）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

方、包装、含量等信息，提高防范意识和识假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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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4（1）：70-72.

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四）兽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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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现场发现违法行为涉案金额较大或单靠行政执

兽药的线索，第一时间对网络销售、企业资质等页

法部门无法独立完成的，可将违法线索直接移交公

面进行截图。三是被处罚主体的认定。取得营业执

安机关。

照前从事违法行为的主体为其本人，取得营业执照

参考文献：

后从事违法行为的主体为其注册的公司，应另案处
理。四是现场检查清点兽药讲究方式方法。针对多
种品种、多种规格、数量较多的兽药产品，现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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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节省现场记录时间。现场有电脑可用的，尽

30（9）：83-87.

量使用电脑，方便统计及制作文书。五是现场快速
认定假兽药。首先检查是否有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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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提供有效产品批准证明文件。六是关于行刑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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