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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在动物检疫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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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动物检疫工作中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有助于积

极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引导动物卫生监管部门严格依法行政。本文聚焦动物检疫执法的依据、过程、结果
等关键环节，阐述了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实施内容 ：依法向群众公示实施动物检疫的法律依据、实施程序、检
疫结果，全面记录实施动物检疫工作过程，依法依规科学公正作出检疫结论，进一步科学规范动物检疫行为。
剖析了我国现行兽医制度、动物检疫制度、法律法规现存问题。提示在人员保障方面，应进一步厘清官方兽医
行政管理、综合执法、技术支撑等职能，加强考核备案管理 ；技术保障方面，应加大动物检疫记录的设备保障
投入，建立基于疫病监测和动物卫生风险评估的产地检疫机制 ；法律制度保障方面，应适时调整有关法律条款，
为落实兽医体制改革政策，科学规范检疫行为及高效便捷为民服务提供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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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s of publicity，records and legal audit against major decisions related to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three systems”）that are implemented during animal quarantine contribute to the standardization，
fairness and civilization of law enforcement，and to ensuring legal administration by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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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ree systems”was stated in this paper，the legal basis，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nd quarantine resul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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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rinary system，animal quarantine system，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were analyzed to put forwar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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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technical support，should be further clariﬁed ；for technical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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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行为是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1.3

直接体现着政府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和

动物检疫是行政许可类执法行为
动物检疫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行政相对

程度。2019 年起，国家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人的申请，依照《动物防疫法》及农业农村部的规定，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

（以下称三项制度），重点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并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决定的行政许可行为

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以期

2

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动物检疫事关畜牧

2.1

[1-2]

。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业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是重要的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是指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

行政许可事项，是与人民权益息息相关的重要行政

法人员依法及时主动向社会公示有关行政执法的基

执法活动，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官方兽医应

本信息和结果信息，公示内容要覆盖事前、事中、

在动物检疫工作中保障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事后的全过程，公示要准确、及时，方便群众办事，

1

接受社会监督。

1.1

动物检疫是行政许可类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

2.2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行政执法是指国家机关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是行政执法机构及

职能，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依照法定职权和法

其执法人员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

定程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影响其权

法的启动、实施、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

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进行记录，要求系统、全面、完整记录执法主体、

《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

执法依据、执法对象、事实和理由、权责关系和行

指导意见》，将行政执法职权归纳为行政许可、行

政时间、结果等要素，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

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给付、

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

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也是

2.3

常说的“9+X”，行政许可是行政执法的类型之一。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1.2

动物检疫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要求凡涉及重大
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称《行

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或经过听

政许可法》）规定：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

证程序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都要进行法制审核。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

3

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

3.1

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中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在动物检疫工作中的应用
公示主体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要求“谁执法谁公示”，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以下称《动物防疫法》）

依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

及动物产品检疫。因此，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机构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动物卫生监

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官方兽医为动物检疫信息

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公示的主体，要按照公示的程序规定和内容要求分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了产地检疫、屠宰检疫、

别在动物检疫事前、事中、事后予以公示。

检疫程序和检疫合格标准，要求在规定的检疫范围

3.2

和检疫对象内，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合格

3.2.1

[1]

的出具检疫证明 ，加施检疫标志。

公示内容及途径
事前公示内容及途径

动物检疫事前公示

要求实施动物检疫工作前，由实施主体动物卫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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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构公示机构名称、职权、执法依据、服务指南、

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

人员资格等信息。可通过本级政府官网、本单位政

意见》（国办发〔2015〕51 号）和《行政许可法》

务网进行网上公示或者在办公大厅、检疫申报点等

的规定，行政许可决定信息应当在执法决定作出之

场所进行公示。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公开。要建立健全已公开发布执

3.2.2

事中公示内容及途径

事中公示内容包括

法决定信息的撤销和更新机制，进行自我监督抽查、

受理检疫申报的政务服务窗口设置有人员岗位信息

接受法制部门执法监督和社会群众监督，已公开的

公示牌，明示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申请材料示范文

动物检疫许可决定被依法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

本、检疫流程、咨询服务、投诉举报等信息；可通

新作出的，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公示平台的相关信息。

过政务大厅、检疫申报点等场所进行公示。在实施

要建立执法公示信息动态管理制度，及时根据法律法

动物检疫过程中，依据接收检疫申报情况，作出是

规规章的“立改废释”情形、执法决定错误更正、机

否受理的决定，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构职能及人员调整变化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申请事项依法不

4

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受

4.1

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申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在动物检疫工作中的应用
记录方式
执法全过程记录方式包括文字记录和音像记

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

录。在动物检疫行政许可中，文字记录是基本方式，

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也可以

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进行诸如音视频等形式的记录。依据动物产地检疫

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和屠宰检疫程序，在检疫申报受理、检疫实施、检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行

疫结果出具过程中，按工作实际制作《动物检疫申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

报受理单》《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乳用、

行政许可申请，向当事人送达《动物检疫申报受理

种用动物检疫工作记录单》《种蛋、胚胎、精液检

单》；依法应 2 人以上实施检疫，在检疫执法时必

疫工作记录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处理

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

通知单》等动物检疫文字记录。上述文字记录基本

份，告知检疫依据、检疫结果或其他处理措施等，

能够实现动物检疫执法全过程留痕，但不能完全实

填写《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等并交由当事人

现检疫工作的可回溯性管理，应适当以音视频记录

确认；对检疫合格的当场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

方式进行补充，主要针对检疫合格标准要求的内容

明》；对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

和检疫合格证明填写内容事项进行录制，有条件的

说明结果和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

也可以对动物检疫的全过程进行音视频记录。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2

3.2.3

事后公示内容及途径

记录要求

事后公示内容主要

执法全过程记录关乎执法过程最基本的事实

是指行政执法决定的公开，实施动物检疫的机构依

判断依据，是公众最想知道的执法真相。要通过文

法公示检疫结果信息，主要包括检疫机构、检疫人

字记录和音像记录形式，对动物检疫全过程各个环

员、执法类别、检疫时间、检疫结果以及检疫证明

节进行记录，全面记录执法主体、人员、依据、对

信息等内容，可在政务网系统予以公示。

象、内容、结果、时间要素，对涉及动物检疫合格

3.3

标准和检疫许可事项内容要重点记录，记录要客观

公示管理
执法公示要及时主动，依据《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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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程序合法、内容合规、结果准确。动物检疫

官方兽医资格考核和备案管理，探讨适当以政府购

工作记录要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

买服务形式将通过资格考核的执业兽医和备案的乡

痕和可回溯管理。

村兽医人员作为官方兽医技术支撑队伍的补充，按

5

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动物检疫工作逐步由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动物检疫工作中

的应用

合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具体实施。

按照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

6.2

技术和设备保障问题

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

现实工作中，时而发生货主持有在有效期内

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

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但因经营运输动物发病而提起

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或者

诉讼的事件。究其原因，除去因个别官方兽医能力

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事项。

不足和工作作风问题外，主要在于动物检疫工作主

依据我国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以及各项动物检疫规程

要靠文字记录形式进行留痕，面对百姓对涉及自身

的规定，动物检疫程序不包括听证程序，并且，动

利益的检疫结果的质疑，不能提供出客观可回溯的

物检疫是依据技术规范、实验室检测报告而判定结

凭证，难以有效回复群众的质疑；另外，对种乳用

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通常情况下，对动物检疫

动物以外的动物检疫工作依然沿用“一双眼睛”
“一

结果不需要进行法制审核。

把刀子”“一个钩子”的传统检疫模式。和当前疫

6

病防控形势相比，动物检疫工作科学化水平不够高。

6.1

有关思考
人员保障问题

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关键是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实施动物检疫应

度，一是应加大动物检疫记录的设备保障投入，在

有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按照《动物防疫法》规

实施动物检疫过程中有效使用音视频记录设备，重

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检

点对检疫合格标准涉及要素及行政许可内容要素形

疫。因而，2 名以上官方兽医实施检疫是动物检疫

成音视频记录，确保检疫过程和结果信息全程留痕

工作程序合法的必备条件，但目前基层动物卫生监

和客观回溯；二是建立实施基于疫病监测和动物卫

督机构官方兽医数量多数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进一

生风险评估的产地检疫机制，将疫病监测报告和

步完善兽医制度迫在眉睫。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

风险评估结果纳入动物检疫合格标准和检疫记录范

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我国参

围，提升检疫工作科学化水平，有效保障官方兽医

照国际通行做法，逐步推行官方兽医制度，我国的

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官方兽医是指经资格认可、法律授权或政府任命，

6.3

有权出具动物卫生证书的国家兽医工作人员。OIE

法律制度保障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对官方兽医的定义：由国家

入，有些法律法规条款内容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

兽医当局授权，从事包括动物卫生、商品检疫等指

在有关行政执法公示的法律规定方面，现行的《行

定官方任务的兽医，但 OIE 并未对人员身份限定

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为政府身份或是私人身份，法国等发达国家恰恰是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程

通过运用社会资源承担官方兽医职能

[3-5]

。因而，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

在我国不能大量增加公职工作人员实施动物检疫的

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

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我国现有官方兽医行政

法应当公示材料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

管理、综合执法、技术支撑职能和所属机构，加强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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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类似在办

类执法活动，事关畜牧业生产安全、事关食品安全、

公场所进行公示的方式本身存在不便于信息得以及

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安全，日益受到国家和人民的

时公示的问题，而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也给公众提

关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在动物检疫工作应用过程

供了通过网站等多途径了解各类许可事项程序以及

中，要继续完善文字记录，有效使用音视频记录，

申报材料范本等的便利条件。在关于动物检疫工作

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技术、设备和人

实施主体方面，现行的《动物防疫法》规定：“县

员保障，逐步解决各项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

使动物检疫工作的开展更加科学、规范、公正、文

动物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

明，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增强人民幸福

工作”；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感、安全感、获得感。

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
要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权剥离，原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职能必然要分裂为两个不同部门；依据国务院
《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精
神：“建立兽医行政执法机构，依法负责动物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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