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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环节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事关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成效，而染疫

生猪违法跨省调运是否涉刑也是各地关注的焦点。执法人员在 S 省 × 高速公路收费站截获从 A 省（非洲猪瘟
疫情省）运输至 S 省 × 市的一车生猪，经 S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2 份样品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病毒
核酸阳性。本案存有“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以及“不
构成犯罪”等分歧，笔者对上述意见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
起重大动物疫情的现实危险，对其违反规定贩运染疫生猪且可能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这一结果具有主观故意，
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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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and other animal diseases depend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 during the circulation link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and whether illegal trans-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 of infected pigs violates the Criminal Law has also been
concerned by all regions，hence，an important guidance for law enforcement was provided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such crimes during control of ASF. A truck of live pigs that were transported from A Province（where ASF had broken out）
to X City of S Province were intercepted by law enforcement ofﬁcers at the toll station of X highway in S Province，and then
two samples were detected to be ASFV-positive by S Provincial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the
judgement of case nature，there were some different opinions，such as，“constituting the crime of producing and marketing
foodstuffs that failed to meet relevant safety standards”，“constituting the crime of interfering wit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quarantine for animals and plants”and“constituting no any crime”. According to analysis，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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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 of interfering with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quarantine for animals and plants was constituted as the national regulations
on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quarantine were intentionally violated by the party involved，which had posed a real
danger to outbreak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Key words：African swine fever；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criminal justice；connection；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自 2018 年 8 月我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

为有效控制疫情传播扩散，《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

制品的，应当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

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禁止生

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本案查获的 150 头生猪虽

猪从疫情省份调出。但因利益驱使，违法跨省调运

未经检疫，但样品中已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生猪现象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

故该批生猪若经检疫必然不合格，且行为人正是明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知检疫不会合格，才故意逃避检疫。

（一）的补充规定》（以下称《补充规定》）第九

2.2

条对刑法第 337 条规定的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植物防疫、检疫罪

具体规定了追诉标准

[1-2]

意见 2：钟 ×、陈 × 的行为涉嫌构成妨害动

。笔者结合一起违法跨省

行为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以

贩运生猪案进行分析，以期为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执

下称《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在国家对非洲猪瘟

法机构办理相关案件提供参考。

应急防控期间，违反禁止跨省调运的相关规定，跨

1

省运输交易生猪，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可以

案情概况
钟 × 长 期 从 事 生 猪 贩 售 生 意。2019 年 4 月

17 日，钟 × 从付 ×（在逃）处购得生猪 150 头，

适用《补充规定》第九条“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意见 3：钟 ×、陈 × 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2.3

并于当日傍晚雇用长期从事生猪运输业务的陈 ×，

本案中，非洲猪瘟不是人兽共患病、不感染人，

从 A 省 B 市 C 县（该县为非疫县，与该县相距约

不存在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60 km 的 A 省 D 市 E 区系非洲猪瘟疫区）将生猪

疾病的可能。而钟 ×、陈 × 运输的生猪货值金额

装车运往 S 省 × 市。4 月 18 日，陈 × 按照钟 ×

虽然超过 5 万元，但该批生猪并非来自疫区，不能

的要求，驾驶货车将该 150 头生猪运输至 S 省 ×

适用追诉标准“非法处置疫区内易感动物或者其产

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被行政执法人员当场截获。经

品，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上的”规定。考虑刑罚的谦

检查，该批生猪重 17 110 kg，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抑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上述 2 个罪名在法律适用上

经 S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抽样样品进行检

均有障碍，在现行的刑法体系和框架下，应认定行

测，其中 2 份样品检查结果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

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性。行政执法机关于 4 月 19 日将该案移送至公安

3

机关。
2

分歧意见
本案在办理过程中，对行为人是否涉嫌构成

犯罪以及构成何罪存在 3 种分歧意见：
2.1

意见 1：钟 ×、陈 × 行为涉嫌构成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评析
就查阅相关非洲猪瘟案件处理结果看，有公

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以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批
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有一审法院以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刑罚，二审法院改判为
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有公安机关以涉嫌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

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立案查处后，未继续刑事诉

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

讼流程的。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洲猪瘟疫

下称《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属于检验检

情期间违反规定跨省贩运生猪案件在定性和法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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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同意上述第 2 种意见，认

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笔者认

为钟 ×、陈 × 的行为涉嫌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为，首先，检验检疫不合格与未经检验检疫不能等

3.1

钟 ×、陈 × 的行为未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

同，检验检疫不合格是确定的结果，行为人对不合

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现实危险，不符合生

格的结果是明知的，而未经检验检疫存在合格或不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构成

合格的不确定性，本案中的生猪未经检验检疫，不

《刑法》第 143 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

能用案发后的鉴定结果倒推行为人行为时的状态。

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其次，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

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根据《立

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构成本罪要求满足 2 个条

法法》确立的原则，法律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最

件：一是生产、销售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二是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法律的前提是要

造成了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精神，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的现实危险。何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中华

准的食品罪侵犯的客体是食品安全，就本案而言，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33 条对食品安全标准

既然非洲猪瘟对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尚不构成威胁，

作出了规定，并在第 34 条明确了禁止生产经营的

那么钟 ×、陈 × 的行为就不符合生产、销售不符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其中第（八）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构成，也就不能以此罪

项是“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

追究其刑事责任。

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可见，

3.2

本案中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的相关规定，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

食品相关产品，符合本罪的第一个条件。何为严重

涉嫌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食物中毒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

3.2.1

食品安全法释义》第 99 条规定“食物中毒”是指

违反规定跨省贩运生猪，违反了动物防疫、检疫的

食用了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或者食用了含有

国家规定

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后出现的急性、亚急性疾病；按

动植物防疫、检疫的管理秩序，设立目的是为了保

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认定，“食源性疾病”

障相关动植物防疫、检疫行政措施的有效施行。自

是指通过摄食方式进入人体内的各种致病因子引起

2018 年 8 月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国

的通常具有感染或中毒性质的一类疾病。但是，国

务院办公厅连续下发通知要求强化生猪调运监管，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

明确发生疫情的省份，禁止生猪跨省外调，农业农

作的通知》明确非洲猪瘟不是人兽共患病，并不感

村部也明文规定非洲猪瘟疫情省份严禁跨省调运生

染人，官方对非洲猪瘟的界定从根本上否定了食用

猪。钟 ×、陈 × 的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

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会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

二十五条第六项“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可能性。

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规定。

但《解释》第一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

3.2.2

钟 ×、陈 × 的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法》

钟 ×、陈 × 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期间，
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保护的法益是

钟 ×、陈 × 故意绕开检查点，选择特定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时间和特定地点下站，其目的是为了主动逃避防疫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

检疫，且其有规避检查的实质行为，即深夜从高速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公路下站，从没有检查点的普通公路通过，将生猪

的’；……（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

运输至事先预约的地点

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

的前身是逃避动植物检疫罪，《刑法修正案（七）》

制品的；……”，故有观点认为本案的情形符合这

扩大了对违反动植物防疫、检疫行为的惩治范围，

一项的规定，可以认定钟 ×、陈 × 的行为涉嫌构

增强了刑事惩罚力度，但该罪的行为本质仍然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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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防疫检疫。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采取

实施上述行为，其主观上对于这批生猪投放市场后

了紧急、严厉的防控措施，三令五申要求生猪运输

会造成疫情扩散后果持放任态度，是间接故意。

车辆必须按规定线路行驶，严防疫情的扩散蔓延，

3.2.5

陈 × 作为长期从事生猪运输的从业者对此应是明

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应予立案追诉的情形进行

确的。而陈 × 故意不通过规定的运输路线行进，

了列举，本案的情况并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具体

而是按照钟 × 的指示选择在深夜从指定的高速公

情形，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应当认定两名行为人不构

路收费站下站，从证据而言能认定其目的就是主动

成犯罪

逃避防疫检疫，符合本罪的行为特征。

分罪与非罪提供了参考，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基

3.2.3

于法律的滞后性，立案标准中未涉及的情形不能成

钟 ×、陈 × 的行为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

的现实危险

有观点认为，《补充规定》第九条对有引

笔者认为，立案追诉标准对司法实务中区

自辽宁省沈阳市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

为某种行为入罪的障碍，正因如此，上述《补充规

以来，全国 31 个省份已相继发生了疫情，非洲猪

定》的第九条在列举六种具体情形以外设置了“其

瘟具有的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严重影响养殖业的健

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来适应新情况的

康发展，给猪肉消费和供给造成较大冲击。就本案

出现。笔者认为，本案中钟 ×、陈 × 不仅违反《动

而言，钟 ×、陈 × 贩运的 150 头生猪中已抽样检

物防疫法》的规定，在无检疫证明的情况下贩运生

测出 2 例非洲猪瘟病毒，由于执法人员在发现上述

猪，而且违反非洲猪瘟防控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关

生猪后即按规定及时作了无害化处理，故尚未引起

于疫情省份不能跨省调运生猪的规定，且贩运的生

重大动物疫情。但《刑法修正案（七）》对妨害动

猪数量较大，抽样检测中已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无

植物防疫、检疫罪增加了危险犯，生猪长距离调运

论从主观恶性还是违法行为分析，钟 ×、陈 × 的

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S 省又是全国重要

行为都与《补充规定》第九条中列举的六种具体情

的生猪生产大省，钟 ×、陈 × 的行为虽然尚未发

形具有同质性和相当性，可以适用兜底条款。

生实害后果，但这批生猪一旦输入或投放市场发生

综上，无论从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立

实害的可能性极大。

法目的、保护法益来看，还是按照法条的语义进行

3.2.4

钟 ×、陈 × 对其违反规定贩运生猪，且

解释，以及结合当前非洲猪瘟疫情严峻形势，都应

可能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这一结果具有主观故

该适用刑法对钟 ×、陈 × 的非法贩运行为进行打

意

击，作入罪处理。

钟 ×、陈 × 作为生猪产业链条上的从业人员，

其注意义务理应高于一般民众。钟 ×、陈 × 对自
身行为是违反动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是明知的，
说明其具有明显的违法故意。就行政犯而言，其对
自身行为具有确知违法的故意而并不一定必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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