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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修订要点解读
刘洪明 1，彭慧芹 2，王

彬 1，周灵芝 3

（1. 烟台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山东烟台

264000 ；

2.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山东烟台
3.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山东烟台
摘

264006 ；

264006）

要：
《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修订坚持以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程序、保护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为落脚点，进

一步规范了农业行政处罚程序，统一了农业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完善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地域管辖、立案管辖、
移送管辖、直接管辖、指定管辖的规则以及管辖权争议解决途径，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自建网站、通过其他
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农业违法行为，以及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的农业违法行为
的管辖规则，增加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条件、立案期限和撤销案件、中止调查的适用情形，细化了九种
主要证据种类及其调查取证规则，以及全面推行了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新版《规定》将是农业综合执法改革
和发展过程中指导我国农业行政处罚权威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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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procedures of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anagement counterparts，Regulations o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Procedure was amended as follows ：the procedures of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were further
standardized ；relevant subjects for implementation were unified ；the jurisdiction rules of region，registration，
delivery，directness and designation of agricultural punishment cases as well as the ways to resolve any disputes related
to jurisdiction were improved ；agricultural illegal behaviors of e-commerce operators who sold goods or provided
services through e-commerce platform，their own websites and other network，as well as relevant jurisdiction rules
were deﬁned ；the requirements and time limit of case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applicability to withdraw cases and
suspend investigation were added ；the types of nine kinds of major evidences and their rules on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were detailed ；and the“three systems”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were comprehensively
put into force. In conclusion，the revised regulations would be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to guide the authority of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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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订简介

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政府公信力，

《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称《规定》）

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

是为了规范农业行政处罚程序，保障和监督农业农

境具有重要意义。

村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

2.1.3

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 1997 年 10 月 25 日由

部的职责分工（第八条至第十条） 《规定》强调，

农业部发布。2006 年 4 月 25 日农业部令第 63 号

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监督下级农业农村主管

第一次修订，2006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分为总则、

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农业行政处罚的管辖、农业行政处罚的决定、立卷

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本部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归档、附则 6 章 68 条。2011 年 12 月 31 日农业部

渔政执法机构或者派出执法机构实施的行政处罚；

令 2011 年第 4 号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将第三十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设立的农

条第三款和第三十二条进行了修改。随着社会经济

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并集中行使行政处罚以及

的发展，农业行政执法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执法中

与行政处罚有关的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职能，以农

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名义统一执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村部令 2020 年第 1 号对《规定》进行第三次修订，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沿海、大江

并将《规定》调整到 6 章 92 条，自 2020 年 3 月 1

大湖、边境交界等水域设立的渔政执法机构，承担

日起施行。

渔业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有关的行政强制、行

2

政检查职能，以其所在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名义

《规定》修订变化

2.1

第一章

总则

原《规定》第一章总则共有 6 条（第一条至

明确了上下级关系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内

执法。
2.2

第六条），新版《规定》增加至 11 条（第一条至

第二章

农业行政处罚的管辖

原《规定》第二章农业行政处罚的管辖共有

第十一条）。

11 条（第七条至第十七条），新版《规定》缩减

2.1.1

至 10 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一条）。

增加了实施行政处罚的原则、方式和申请

回避的情形（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新版《规

2.2.1

新 增 电 商 行 政 处 罚 管 辖 规 定（ 第 十 四

定》明确，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

条）

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采

执法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执法中出现了电子商务处

取指导、建议等方式，引导和教育公民、法人或者

罚案件的管辖等一系列新问题，新版《规定》对此

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强调了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回避

着重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农业违

条款：（一）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二）

法行为由其住所地县级以上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三）

辖；平台内经营者的农业违法行为由其实际经营地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电子商务平台经

正处理。

营者住所地或者违法物品的生产、加工、存储、配

2.1.2

农业执法全面推行三项制度（第六条、第

送地的县级以上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先行发现违法线

七条）

新版《规定》全面推行农业执法“三项制

随着农业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行政

索或者收到投诉、举报的，也可以管辖。

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2.2.2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这对促进严格规范

十六条、第十八条）

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基础性、整体性、突破性作用，

了 2 个以上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因管辖权发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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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直接管辖和指定管辖等制度（第
新版《规定》第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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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自发生争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协商解决。

措施，较原《规定》更清晰。（一）查阅、复制书

这是首次明确了协商解决管辖权的期限，有力解决

证和其他有关材料；（二）询问当事人或者其他与

管辖权问题引发的推诿扯皮；第十八条规定了下级

案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三）要求当事人或者有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认为依法应由其管辖的农业行政

关人员在一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材料；（四）采取

处罚案件重大、复杂或者本地不适宜管辖的，可以

现场检查、勘验、抽样、检验、检测、鉴定、评估、

报请上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直接管辖或者指定管

认定、录音、拍照、录像、调取现场及周边监控设

辖。上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

备电子数据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五）对涉案的

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定。新版《规定》

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依法实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

将直接管辖或指定管辖作出书面决定的期限由十个

制措施；（六）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法

工作日缩短至七个工作日，这也是提升执法机关工

行为，履行法定义务；（七）其他法律、法规、规

作效率的重要措施。

章规定的措施。

2.2.3

2.3.3

增加了不属于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管辖案件

的移交（第二十一条）

原《规定》只对农业农村

增加了证据种类和收集、取证的方式方法

（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四条至第

系统内的移交和涉嫌犯罪案件的移交作出了具体规

三十七条是新增条款，第三十四条详述了证据，包

定，新版《规定》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不属于农业

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

农村主管部门管辖案件的移交，要求相关单位对不

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现场检查笔录和勘验笔

属于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和时限移

录；第三十五条到三十七条则分别介绍了书证物证

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收集调取要求、视听资料收集调取要求和电子数据

2.3

收集调取要求的规定。

第三章

农业行政处罚的决定

原《规定》第三章农业行政处罚的决定共有

2.3.4

完善了询问笔录和抽样取证的规定（第

34 条（第十八条至第五十一条），新版《规定》

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 较原《规定》，新版《规

增加至 47 条（第二十二条至第六十八条）。

定》进一步完善制作询问笔录时，询问证人或者当

2.3.1

事人时应当个别进行、询问后要经被询问人核对的

规定了立案的期限和立案条件（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条）

新版《规定》一是对立案的期限

规定；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

进行明确，规定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相关材料之日

抽样取证的方法。但对抽样检测的结果应当及时告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必须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

知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有依法申请复检的权利。

可以再延长十五个工作日。二是对立案的条件进行

非从生产单位直接抽样取证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明确：（一）涉嫌违反农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

可以向产品标注生产单位发送产品确认通知书。

为；（二）依法应当或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三）

2.3.5

属于本机关管辖；（四）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至被

四十四条至第四十六条）

发现之日止未超过二年，或者违法行为有连续、继

了要采取记录、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

续状态，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至被发现之日止未

查封扣押时，事前要求必须办理批准手续，新增了

超过二年。

情况紧急时，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24 小时内补

2.3.2

办批准手续的规定。事中要求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

细化了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有权采取的措施

（第三十三条）

新版《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农业

行政执法人员的权利，明确了 7 项依法可以采取的

补充了先行登记保存和查封扣押的规定（第
先行登记保存中，新增

扣押决定书和清单的规定。
2.3.6

新设了中止案件调查的情形和调查后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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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处理建议（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规定》

日的规定。

首次设置了中止案件调查，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2.3.8

需要中止案件调查：（一）行政处罚决定必须以相

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关案件的裁判结果或者其他行政决定为依据，而相

明确了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

关案件尚未审结或者其他行政决定尚未作出；（二）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案件处理意见和

涉及法律适用等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

法制 审 核 意 见 等 进 行 全 面 审 查， 并 作 出 处 理 决

或者确认；（三）因不可抗力致使案件暂时无法调

定：
（一）违法事实成立，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查；（四）因当事人下落不明致使案件暂时无法调

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

查；（五）其他应当中止调查的情形。《规定》要

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

求，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结束后，应当根据不

政处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

同情形提出处理建议：（一）违法事实成立，应给

政处罚；（四）不属于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的，

予行政处罚的，建议予以行政处罚；（二）违法事

移送至其他行政机关处理；（五）违法行为涉嫌犯

实不成立的，建议予以撤销案件；（三）违法行为

罪的，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明确了农业行政处罚

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建议不予

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的决定：（一）符合本规定第

行政处罚；（四）违法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建议

五十九条所规定的听证条件，且申请人申请听证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五）案件应当移交其他行政

案件；（二）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机关管辖或者因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的，建

（三）有重大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案

议移送相关机关；（六）依法作出处理的其他情形。

件；（四）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

2.3.7

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

增 加 了 法 制 审 核 程 序（ 第 五 十 条 至 第

强调了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查和集体讨论的
新版《规定》

五十三条） 新版《规定》首次明确法制审核的内容：

2.3.9

（一）本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二）程序是否合

条）

法；（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

定作出期限由原来的三个月延长到六个月，并规定

分；（四）定性是否准确；（五）适用法律依据是

因案情复杂、调查取证困难等特殊情况六个月内不

否正确；（六）当事人基本情况是否清楚；（七）

能作出处理决定的，报经上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处理意见是否适当；（八）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批准可以延长至一年。

首次明确法制审核后提出的建议：（一）对事实清

2.3.10

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

五十九条） 原《规定》中需要听证的有 3 种情形：

法、处理适当的案件，拟同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的罚款。

（二）对定性不准、适用依据错误、程序不合法或

而此次修订，又规定“没收较大数额财物”也需要

者处理不当的案件，建议纠正；（三）对违法事实

举行听证，并规定了较大数额财物的标准。“较大

不清、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建议补充调查或者撤销

数额财物”应按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

案件；（四）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

大会及其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执行；农

害后果的，或者违法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建议不

业农村部对公民没收较大数额财物货值超过三千

予行政处罚；（五）认为有必要提出的其他意见和

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收较大数额财物货值超

建议。首次明确应当自接到审核材料之日起五个工

过三万元属“没收较大数额财物”。

作日内完成审核。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十个工作

2.4

52

延长了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间（第五十八
新版《规定》对农业行政处罚案件处理决

扩 大 了 适 用 听 证 程 序 案 件 的 范 围（ 第

第四章

执法文书的送达和处罚决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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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规 定》 第 四 章 执 法 文 书 的 送 达 和 处 罚

政处罚机关报送本行政区域上一年度农业行政处罚

决定的执行共有 12 条（第五十二条至第六十三

情况。

条），新版《规定》增加至 15 条（第六十九条至

2.6

区分了执法文书受送达人的身份（第七十

条）

新版《规定》区分受送达人是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代理人、指定代收人等不同身份。受
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时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
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
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
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有关人员签收；受送达人有代
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农
业行政处罚机关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规定中，还首次提到“同住成年家属”的概念，这
也与原《规定》的“成年家属”不同。
2.4.2

明确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期限（第

八十一条）

附则

原《规定》第六章附则共有 3 条（第六十六

第八十三条）。
2.4.1

第六章

条至第六十八条），新版《规定》增加至 5 条（第
八十八条至第九十二条）。
2.6.1

定义了沿海地区的渔政执法适用本规定（第

八十八条）

新版《规定》专门提及沿海地区人民

政府单独设置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依法设立
的渔政执法机构实施渔业行政处罚，及其相关的行
政执法活动适用本规定。渔政执法机构承担本部门
渔业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有关的行政强制、行
政检查职能，以其所在的渔业主管部门名义执法。
2.6.2

明确了几个范围用语的界定（第八十九条、

第九十条）

首次明确了《规定》中“以上”“以

下”“内”均包括本数；明确了“期间”以时、日、
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或者“日”，不计

对于申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

算在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

原《规定》未提及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期限，

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明确了行政处罚

而新版《规定》则明确了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的最后

文书的送达期间不包括在路途上的时间，行政处罚

一期缴纳时间不得晚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最

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视为在有效期内。

后期限。

3

2.5

第五章

结案和立卷归档

结论
《规定》的修订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

原《规定》第五章结案和立卷归档共有 2 条（第

适应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有关标准的颁

六十四条至第六十五条），新版《规定》增加至 4

布和修改而修订的，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

条（第八十四条至第八十七条）。

可操作性。《规定》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农业行政

2.5.1

增加了结案的情形（第八十四条） 新版《规

处罚实施主体，完善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地域管

定》中增加了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可以结案的 5 种情

辖、立案管辖、移送管辖、直接管辖、指定管辖的

形：（一）行政处罚决定由当事人履行完毕的；（二）

规则以及管辖权争议解决途径，针对性地设置了电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

子商务经营者的农业违法行为的管辖规则，详细制

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三）不予行政

定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从立案到归档全过程的程序

处罚等无须执行的；（四）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
销的；（五）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认为可以结案的其
他情形。
2.5.2

建立了行政处罚案件统计制度（第八十七

条）

要求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处罚案

件统计制度，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上级农业行

规则，全面落实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的要求，做到职权合法、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裁量合
理、执法文书使用规范，对我国推进农业执法科学
化、现代化、法制化进程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孙荣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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