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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出售未经布鲁氏菌病结核病检测
羊 奶 案 的 评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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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9 年 8 月，A 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群众投诉举报，A 市辖区有商贩涉嫌出售未经布鲁氏菌病、

结核病检测的羊奶。经立案调查，认定行政相对人刘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按照《动物防疫法》及地方
有关规定，依法给予了没收鲜羊奶，没收违法所得 1 020 元，罚款 3 06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文对适格主体、
违法事实、法律适用及违法所得认定等关键要素进行评析，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维护兽医公共卫生
安全，强化部门联动，加强法律法规宣贯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以期为类似案件的查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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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ugust 2019，a complaint was reported to th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in city A，claiming that goat milk without testing for brucellosis and tuberculosis was sold in the municipal
district. It was investigated and identified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had violated the law with conclusive
evidences and been imposed a penalty of RMB 3 060 yuan，and all fresh milk and illegal income of 1 020 yuan were
confisca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o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In this paper，the key factors such as
eligible subject，illegal facts，application of law and determination of illegal income were analyzed and commented.
Meanwhile，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non-repeated punishment for one case”，safeguard of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safety，consolidation of joint 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 as well as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were discussed，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to investigate and handle with similar cases.
Keywords ：brucellosis ；tuberculosis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principle of“non-repeated
punishment for on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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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兽共患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公共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作出没收鲜羊奶 3 kg，没收违

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动物卫生监督作为切断疫

法所得 1 020 元，罚款 3 06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8

病传播的有效措施之一，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

月 21 日，A 市动监机构向刘某送达了《行政处罚

护人类健康，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决定书》，刘某于当日到指定银行缴纳了罚款。

用。本文通过对一起出售未经布鲁氏菌病、结核病

4

等动物疫病检测的羊奶案进行分析，认定违法主体、

4.1

违法行为，在法律法规适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等

案件评析
违法主体适格
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对刘某现场挤

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依法依规处置违法

羊奶直接出售给市民的过程，进行了全程执法记录，

行为，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提供参考。

并拍照固定证据，收集了刘某的身份证，并对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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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购买其羊奶的市民制作了《询问笔录》等，认定

案件来源
2019 年 8 月 13 日，A 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以

下称 A 市动监机构）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在

了刘某为本案的违法行为当事人。
4.2

违法事实清楚

A 市辖区一早市有人用三轮车载运奶山羊 4 只，正

本案中确认刘某出售的羊奶未经布鲁氏菌病

在向市民出售鲜羊奶，其出售的羊奶怀疑未经过布

和结核病检测，是案件处理的关键环节。刘某无法

鲁氏菌病和结核病检测，希望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提供其现挤出售的羊奶经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检测

2

合格的相关证明资料，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调查经过
A 市动监机构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安排执

4.3

适用法律准确

法人员会同 A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下称

2017 年 5 月 1 日 B 省 施 行 的《B 省 动 物

A 市疫控机构）前往举报地查办，发现当事人刘某

防 疫 条 例》（ 以 下 称《 条 例》） 第 十 九 条 第 三

正在现场挤羊奶售卖（奶山羊 4 只，无动物检疫合

款 规 定：“禁止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布鲁氏菌病、

格证明），羊奶以 20 元 /kg 的价格出售。执法人

结核病等动物疫病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乳用动物及

员经请示立案后，对刘某涉嫌出售未经布鲁氏菌病、

其产品”，将出售、收购未经“两病”检测或检测

结核病检测羊奶的违法违规线索进行了调查取证。

不合格的乳用动物及其产品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予

执法人员全程执法录像，并现场收集了当事人刘某

以明确，适用法律准确。刘某的行为违反了《条例》

的身份证、羊奶销售记录，制作了《现场检查（勘

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根据《条例》第五十三条

验）笔录》《询问笔录》，现场拍摄执法照片 4 张

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布鲁

存证。A 市疫控机构当日对抽取的奶山羊血液样品

氏菌病、结核病等动物疫病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乳

进行了实验室检测，经检测，布鲁氏菌病、结核病

用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和乳用动物及其产品，

3

并处同类检测合格乳用动物及其产品货值金额一倍

处理结果
经调查，当事人刘某自 2019 年 8 月 3 日开始

在 A 市辖区从事现挤羊奶出售的违法违规行为，A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4.4

违法所得认定准确

市动监机构于 8 月 15 日向其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

违法所得的认定一般有 3 种形式：一是按照

告知书，刘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的要

当事人销售记录中载明的单价和销售数量核算；二

求，参照《A 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权利事项自由

是通过 A 市的市场询价，综合各方报价、销售数

裁量清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责令当事人刘某

量核算；三是通过函请 A 市物价部门认定单价和

55

监 督 执 法

销售数量核算。本案中执法人员通过刘某销售羊奶

共患病。据报道，2018 年浙江省人感染的布鲁氏

的销售记录，核算违法行为人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菌病病例，主要是以接触、屠宰活羊为主的传播造

认定准确。

成的 。因此，各级动监机构要加强乳用动物的检

5

疫监管，对怀疑乳用动物患有布鲁氏菌病等疫病的，

[2]

存在的问题
本案件对违法行为的认定有偏差。《行政处

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

要按规定进行实验室检测。
6.2

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即行政主体对当事人

关于完善联合执法检查机制
加强同市场监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的沟通

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处罚。

协调，强化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完善联合工作机制，

正确理解动物卫生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

建立部门间信息互通 ，定期会同市场监管部门、

则，需要从同一违法行为侵犯行政管理秩序的不同

城市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农贸市场、早市的联合执法

[1]

[3]

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从本案中从违法行为要件来

检查，部门间各司其职，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

说，当事人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 2 个违法行为：一

在农贸市场、早市等场所出售未经布鲁氏菌病、结

是当事人刘某运输未经检疫的奶山羊，其行为违反

核病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鲜奶的违法违规行为，为

了《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禁止屠宰、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

6.3

关于加大法律法规宣传

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

按照“谁执法 谁普法”的工作基调，加大对

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规定；二是出售未经布鲁氏

养殖场户和消费者的普法宣传力度：一是从养殖源

菌病和结核菌病检测的鲜羊奶，其行为违反了《条

头上对奶畜养殖户进行宣传，告知其相关法律法规，

例》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这是 2 个独立的违法

引导其规范从业行为，不出售未经布鲁氏菌病、结

行为，不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当事人刘某

核菌病检测及检测不合格的鲜奶；二是从消费环节

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奶山羊的违法行

上通过网络、电视、微信、报刊等媒体信息平台，

为也应当实施行政处罚。

加大对兽医卫生知识的宣传，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的

6

饮食习惯，理智消费鲜奶。

有关思考
2010 年发生在我国某高校的师生感染布鲁氏

菌病事件，也是因为学校购入未经检疫的活羊进行
教学试验，导致师生感染布鲁氏菌病。加强检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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