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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5 年 4 月，郑州市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支队接 × 兽药生产企业举报，称有卖家假冒其公司名义在淘

宝网出售非其公司生产的产品。经立案调查，认定违法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擅自在网上销售兽药
的事实，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依法作出没收兽药产品及违法所得 6 万余元，并处 40 余万元的罚款决定。
本文从电商平台内部管理有待规范、法律法规修订滞后、网络刷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强网络平台对入
驻商家的资质审验把关，提高部门间监督协作能力，建立健全信息互通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加强宣传引
导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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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a Case of Online Sale of Veterinary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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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pril 2015，a report was received by Zhengzhou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Detach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from a manufacturer of veterinary drugs，claiming that the drug products that
were not produced by the manufacturer were sold via Taobao by a seller using its name. Upon investigation，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online sale of veterinary drugs without related business license by the illegal party was true，hence
the decisions of conﬁscating the drugs and the illegal income of more than 60 000 yuan and imposing a ﬁne of above
400 000 yuan were made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Veterinary Drugs. In this paper，the existing
problems herein were discussed，including nonstandard internal manage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delay revis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scalping in Internet，etc.，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strengthening
the qualiﬁcation examination for merchants settled in network platforms，promoting supervis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related departments，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nhancing publicity and guidance.
Key words：veterinary drugs；internet；unlicensed business；E-commerce platform；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和 QQ、微信、淘宝等

考验

[1-2]

。本文结合一起违法网络销售兽药案例，

网络工具的广泛应用，传统兽药营销方式正发生变

就网络兽药销售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探讨。

革，兽药电商已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营销手段。

1

案情摘要

其降低了兽药营销成本和养殖成本，扩大了兽药

2015 年 4 月 24 日，郑州市畜牧兽医综合执法

选购范围，但与此同时，兽药监管工作也面临着

支队（以下简称，执法支队）接到 × 兽药生产企

收稿日期 ：2019-07-26 修回日期 ：2019-11-11

业举报，称有卖家假冒其公司名义在淘宝网出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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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司生产的兽药产品，该网店的注册地位于郑州

同时，依托网络技术对入驻商家的运营、交易行为

市。执法支队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

加以约束，鼓励诚信合法经营。

经与淘宝总部联系，获取了当事人张 ×（卖家）

2.2

法律法规修订滞后

的淘宝账号相关信息和兽药交易明细。执法人员随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
“从

即对张 × 网店注册地（其住所）进行了现场检查，

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

查获兽药产品 16 种（200 余盒），价值 3 万余元。

者提供的服务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

根据交易记录，排查交易买家收货信息。对郑州本

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依法取得有关许可。”

地买家实地调查、确认交易记录；对郑州以外的地

目前所存问题：一是尚无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区，执法人员向能够确定详细地址的 69 个地市发

务的行政许可目录清单，造成平台的资质审核无法

送了协查函。

全面掌握和实施；二是《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对无

经查明：违法当事人张 × 在未取得《兽药经

经营许可资质的网店未明确处罚标准，导致工商部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13 年 4 月开始在淘宝

门发现此类违法行为也难以处理，需要进一步移交

网经营以宠物用药为主的兽药产品，其销售的兽药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再做处理，从办案时效性看，不

产品主要是通过 QQ 联系网上卖家进货，再通过物

利于及时制止和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法行为。

流代收货款，累计违法销售兽药 6 万余元。经与公

上述内容提示，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明确网

安、检察机关沟通，在确认不符合移送条件后，对

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行政许可目录清单，使

张 x 未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擅自通过网络销售

网络平台能够切实把好入驻电商的资质审核关，并

兽药的行为，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无

在法规修改时对无经营许可资质网店无法及时处

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的，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

理，缺少罚则这一监管漏洞进行完善。

法所得，并处经营兽药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

2.3

罚款的规定，给予没收兽药产品及违法所得 6 万余

网络刷单问题
当事人张 × 辩称电脑虽然存储了交易记录，

元，并处 40 余万元的罚款决定。

但有数个订单是为提高星级信誉而进行的网络虚拟

2

刷单，不应该计算在货值金额内。执法人员经讨论

2.1

问题探讨
电商平台内部管理有待规范

认为：当事人虽然递交了申诉和合伙人姓名，却不

电子商务竞争日趋激烈，为吸引商家入驻，

能提供相关协议，也无相关进货记录进行佐证，提

电商平台简化商家入驻手续，对商家资质和产品信

供的刷单证明仅为模糊的复印件 3 张，其真实性无

息审核把关不严。某些平台还允许商家通过竞价方

法确定，因此不能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按照证明

式提高排名位置，也有服务机构帮助卖家刷单以提

效力原则，执法人员依据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

高信誉星级，加之一些买家不关注商家是否具有经

协查回复函等综合信息对张 x 进行了处罚。

营许可资质，多是从星级等级、刷单量来判断卖家

建议：网络刷单作为互联网销售的一种普遍

信誉，难以辨别产品的真实质量，这给无证经营、

现象，需要全面、客观核查，按照客观真实性原则，

销售假劣兽药的行为起了“助推”作用。

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以能够认

这要求营销平台要切实履行对兽药入驻商家

定的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协查回复函或实地调

的资质审核、数据保存、交易行为监督等义务，完

查为准。

善信用评价机制，细分品类，增加细节描述等更加

3

真实消费体验评价内容，加重电商违规刷单承担的

3.1

责任，消除伪造交易、虚拟刷单等不正当经营方式
产生的扰乱网络经营秩序的行为，把好平台准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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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思考
加强部门间监督协作能力
政府各相关部门按照分工各司其职，信息产

业主管部门强化对平台落实兽药经营商家资质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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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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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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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