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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未附检疫证明运输动物产品案的分析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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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7 年 5 月，A 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经 A 市交警支队通报告知，范 × 涉嫌运输未附检疫证明的动物

产品。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按照《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三条和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依法给
予了行政处罚。本文对该案的适格主体、违法事实、法律适用、程序、证据等方面进行点评，分析了办案过程
中存在的案件来源认定缺少支撑，运输价格认定证据单薄，涉案物品处置程序缺失，执法文书送达时机不当等
问题。本文也对“有证未附与无证可附”主要区别及不同案情中涉案物品处置方式和结果进行梳理，以期为官
方兽医严格依法行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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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a Case of Transporting Animal Products Unaccompanied by
the Quarantine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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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yang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Fuyang，Anhui

236064，China）

Abstract：In May 2017，it was reported to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of A city by the traffic police
detachment that，Fan was suspected of transporting animal products unaccompanied by the quarantine certificate.
Upon investigation，the party concerned（Fan）was determined to have violated relevant law，and was imposed
with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Articles 43 and 78 i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
In this paper，eligible subjects，illegal facts，law application，procedures and evidences related to the case were
commented，and relevant problems encountered while the case was dealt with were analyzed，such as，lack of
support for identifying its source，poor evidences for defining transportation price，deficiency of procedures for
disposal of goods involved，improper delivery of law enforcement documents，etc. In addition，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being licensed without being accompanied”and“being unlicensed”as well as the disposal methods and
results of goods involved in different cases were clariﬁed，hoping to provide ofﬁcial veterinarians with some references
to strictly exercise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Key words：transportation；animal products；quarantine certificate；law enforcement instruments；official
veter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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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件和无证驾驶，运输的动物产品无相关手续。交警

2017 年 5 月 17 日，A 市交警支队查扣 1 辆运

部门将有关案件线索通报辖区 A 市动物卫生监督

输动物产品的车辆，驾驶员范 × 涉嫌伪造驾驶证

所（以下称，A 市动监所）进行查处。执法人员到
达现场后，发现范 × 运输的 13 775 kg 动物产品（猪

收稿日期 ：2019-12-10 修回日期 ：2020-02-14

脂）无检疫合格证明，随即对范 × 进行询问，进

71

行现场勘验，收集相关证据。经对案件初步分析，

恢复后出具的检疫证明复印件，当事人范 × 的行

执法人员随即申请立案调查。同日，A 市动监所向

为应定性为运输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而不是

该批动物产品来源地的 B 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以

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同时，

下称，B 市动监所）发函，请其协助对相关问题进

当事人范 × 的询问笔录、检疫证明复印件、发货单、

行调查。B 市动监所随即调查了解，于当日来函说

B 市动监所出具的情况反馈，信息一致，共同佐证

明有关问题，并附有该批动物产品的检疫合格证明

了已经过检疫的事实。

复印件。检疫证明复印件上出证时间在 A 市交警

3.3

部门通报之前，说明该批动物产品已经过检疫且检

适用法律准确
执法人员根据调查情况和收集的证据材料进

疫合格。经营行为作另案处理。

行分析，认定当事人范 × 违反《动物防疫法》第

2

四十三条第一款：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

案件处理
执法人员调查了解到当事人范 × 于 5 月 16

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

日 23 时从 B 市 × 屠宰场运输动物产品（猪脂）

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适

到外省，由于驻屠宰场电子出证系统出现问题，

用的罚则为《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违

未及时出证，范 × 对附证运输认识不足，着急发

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

车，未索要检疫合格证明。A 市动监所以范 × 运

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

输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为由，依照《中华人民

疫标志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同类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称《动物防疫法》）第

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以上百

四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对承运人范 × 处

分之五十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

以运输费用（人民币 2 700 元）一倍金额的罚款，

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的

即罚款 2 700 元。

行为未造成严重影响，给予当事人运输费用一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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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

3.1

案件评析
被罚主体适格

3.4

程序合法

执法人员收集当事人身份证、户籍资料、车辆

执法人员在立案、调查取证、案件处理意见

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制作询问笔录，认定范 ×

书审批、重大案件集体讨论、文书制作和送达等过

为此批动物产品的承运人，为本案的当事人。调查

程中，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要求的程序办理。在调查

过程中，执法人员收集到随货发货单，单据上承运

取证时，杜绝了证据收集在立案之前的现象。执法

人姓名为范 × 喜，与当事人身份证及第 1 次询问

人员对当事人的第 2 次询问、B 市动监所出具的问

笔录不符。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 2 次询问，制

题说明、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等均在立案之后才制

作询问笔录，同时在公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调取

作或收集的，确保证据证明能力。

其户籍信息，对姓名不一致的情况进行核实，从两

3.5

方面佐证当事人主体适格性。

3.5.1

3.2

发 < 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 > 和农业行政执

违法事实清楚

存在的不足
案件来源认定缺少支撑

《农业部关于印

确定当事人范 × 运输的动物产品是否检疫是

法基本文书格式的通知》中对案件来源进行分类，

案件处理的关键。根据执法人员调查，驻 B 市某

主要有检查发现、群众举报、上级交办、有关部门

屠宰场出证点系统故障，未能及时出证，B 市动监

移送、媒体曝光、违法行为人交待等。本案中，案

所出具相关情况反馈，说明有关问题，并附有系统

件是交警部门通报给 A 市动监所的，应该填写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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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移送”，但事实中，当事人范 × 同时涉嫌

当事人范 × 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执法人员将

伪造驾驶证件和无证驾驶，交警部门并未对其涉嫌

文书送达到拘留所交其本人。当事人范 × 对行政

违反《动物防疫法》的行为出具相关移送手续。因

处罚无异议，表示不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并书写

此，案件来源填写为“有关部门移送”存在瑕疵，

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权利（《M 省行政

A 市动监所应向交警部门说明情况，请其履行动物

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对公民处以 1 000

卫生监督案件移送的相关手续，完善执法办案程序。

元以上的罚款的应告知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的材

3.5.2

本案中，调查人

料。但是，若当事人范 × 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

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了解到此批动物产品的运输

告知书》3 日内要求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因人身

费用为人民币 2 700 元，未签订合同或协议，运输

自由受到限制，如何保障其权利值得探讨。根据《拘

到目的地再付款，执法人员据此对运输费用予以认

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之规

可。笔者认为证据单薄，调查人员未能从货主（托

定，被拘留人员有通话权利。执法人员在送达执

运人）方面进行事实认定，存在当事人为降低行政

法文书时应充说明其享有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的

处罚而故意报低运输价格的可能性。执法人员可以

权利，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处罚救济，并向当事人

采取以下 3 种方式佐证运输费用：一是市场询价，

说明行政拘留期间享有通话权利。说明本案中执

综合各方报价来确定运输价格；二是商请当地物价

法机构在送达执法文书的时机选择不甚恰当，因

部门出具证明来印证运输费用；三是到动物产品购

当事人非本地人，一旦离开，事后可能难以执行，

买方（托运人）进行调查了解。

动监机构可以与公安协商，请后者在当事人拘留

3.5.3

运输价格认定证据单薄

缺少涉案物品处置程序

《农业行政处罚

解除的当天通知动监机构送达执法文书。

程序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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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

4.1

有关思考
有证未附与无证可附的问题

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本案中，对于涉

在动物卫生行政处罚中，“依法应当检疫而

案的动物产品执法人员未采取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

未经检疫”和“未附检疫证明”的案件比较常见。

手段，主要是基于交警部门已将车辆暂时扣押，涉

郧祺

案的动物产品保存在车辆上。当事人范 × 于 5 月

政处罚案件案由进行统计分析，其中依法应当检疫

17 日被行政拘留，其亲属业已缴纳交通罚款，交

而未经检疫的动物或动物产品案 74 件，占案件总

警部门随即对涉案车辆解除扣押，因此，本案涉案

数 42.29%；其次是经营和运输的动物及动物产品

证据有可能以后难以取得，而执法人员未采取相关

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识案 51 件，占案件总数

执法手段，导致执法过程中缺少对涉案物品的处置

的 29.64%。有执法人员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

环节。本案中涉案物品经调查属于已经检疫、有证

检疫”和“未附检疫证明”案由分辨不清，导致在

未附，执法人员依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办理执法案件时证据收集、事实认定、行为定性、

三十五条规定可对涉案物品解除登记保存。因此，

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致使案件办理质量不

执法人员对涉案物品处置存在问题，应先对涉案物

高，易引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有损动物卫生监督机

品进行先行登记保存，事实调查清楚后再解除登记

构公信力和法律权威。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已

保存，确保涉案物品依法处置、链条完整。

经过检疫，并且检疫合格，只是未携带检疫证明，

3.5.4

后者未经检疫，无检疫证明可附。“依法应当检疫

执法文书送达时机不恰当

在梳理案件办

理流程时，笔者发现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时，

[1]

对 2014—2016 年河北省 175 件动物卫生行

而未经检疫”是指行为人未申报检疫、未经动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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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疫就将动物或动物产品进行交易或流通，根本没有

违法行为人实施处罚 。“未附有检疫证明”应该

检疫证明可附；“未附检疫证明”的前提必须是管

适用《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定性、依照

理相对人经营的动物、动物产品已经检疫合格，因

第七十八条处罚 ，不需要进行补检，解除登记保

某种原因（多是主观原因）未“附有”或不能提供

存，交还当事人。同时，执法人员还应考虑到涉案

[2]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邓烈红等

[2]

[5]

认为两者违

物品若是染疫或疑似染疫，就应依照《动物防疫法》

反的法律条款、违反的规范类别、违法情形不同。

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处置。

[3]

任宗强 、袁孟伟

[4]

认为在办理此类案件中，调

查认定运输前货主是否向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报检，是否经过检疫，是否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等是认定违法事实的关键要素。目前，动物检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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