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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饲料未落实留样观察制度案的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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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9 年 7 月，A 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 宠物饲料有限公司涉嫌未落实留

样观察制度而从事饲料生产。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证据确凿。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
理条例》规定，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本文重点介绍了案件的发生、查处经过、法律适用及处理情况等执法内容，
讨论了饲料留样目的和意义、调查取证注意事项、违法物品的处理以及责令改正的正确适用等问题，指出了办
理此类案件时的取证依据、处罚前置条件，以期为行政执法人员办理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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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a Case of not Implementing the Observation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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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ly 2019，it was found that，by the officials of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Detachment of City A，a pet feed company was suspected of not implementing the observation system of retained feed
samples during production.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party involved had violated the system with conclusive evidence，
and had been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ed and Feed Additives. In this
paper，the source of the case，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the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the handling of
the case were introduced，the purpose and signiﬁcance of retained samples，cautions during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handling of illegal goods and application of charging correction were discussed，and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basis and the preconditions for punishment were put forwar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to handle simila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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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2019 年 7 月，A 市 农 业 综 合 执 法 支 队 执 法

录。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
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执法人员遂请示立案查处。

人员在 × 宠物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称 C 公司）

2

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其成品库内有宠物饲料成

2.1

品， 而 留 样 室 无 该 批 次 产 品 留 样 及 留 样 观 察 记
收稿日期 ：2020-02-14 修回日期 ：2020-03-29
通信作者 ：刘洪明

查处经过
进行现场检查（勘验）
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后对现场

进行检查。C 公司现场车间有 2 名工人进行手工包
装，现场有饲料成品 13 袋（规格：25 kg/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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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生产记录；成品库有成品宠物饲料 4 垛，每垛

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

30 袋（规格：25 kg/ 袋）；化验室仪器无使用记录，

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

仪器设备和桌面布满灰尘，现配试剂（盐酸标准滴

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

定液）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留样室样品柜

剂的原料，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

无任何物品，无留样观察记录。执法人员对检查情

由发证机关吊销、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之规

[1]

况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对现场情

定，执法机关对 C 公司作出责令立即落实留样观

况进行了拍照与摄像。

察制度，并罚款人民币 10 000 元的处理决定。

2.2

3

制作询问笔录
执法人员对 C 公司法人代表王 × 进行调查询

3.1

有关思考
饲料留样的目的和意义

问，据当事人陈述，公司成品库中的产品是公司

饲料留样制度是一项在饲料行业发展和依法

2019 年 7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具体生产日期不祥，

生产必不可少的制度。所谓留样，就是要对饲料生

[2]

未落实留样观察制度 。

产企业采购的原料、生产的产品，进行采样并保存

2.3

在合适的条件下，保留样品超过产品保质期 1 个月

对证据进行登记保存
对于成品库内“未落实留样观察制度”的饲

的时间内备查。饲料留样制度主要意义：一是为了

料产品，C 公司也不能提供产品留样观察记录。为

备查期内的检测。饲料企业的产品和原料在使用、

作进一步查处，执法人员对该批宠物饲料进行了抽

销售完成后，对于企业、客户报怨、投诉，如非产

样送检，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品、原料质量问题，可通过留样样品的追测，做到

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成品库内饲料进行先行登

有据可依。二是通过留样储存过程的变化，包括感

记保存，并送达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证据登

官指标和内在物理化学变化、质量改变，来研究产

[3]

记保存清单和责令整改通知书 。

品、原料的储存方式方法和储存期对产品、原料的

2.4

影响等 。

法律适用
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 C 公司存在未落实

[4]

3.2

调查取证注意事项

留样观察制度的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

在查处此案件时，执法人员遇到调查难、取

分，其行为违反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证难的问题。违法企业极其不配合调查，还辩解已

第十八条“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按照

实施留样观察制度。针对这类案件，建议执法人员：

产品质量标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

一是明确违法行为，准确定性案件 。本案中，重

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

点是检查是否有留样，有无留样实物、留样记录以

安全使用规范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

及留样样品是否与企业生产记录中的批次相对应。

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规定。

该案在调查取证时未发现留样实物，也没有留样记

2.5

录，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定性。二是根据初步定性，

处罚结果

[5]

C 公司未落实留样观察制度案，依据《饲料

搜集重点证据。违法企业“采取留样，但已销毁”

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饲

的辩解，执法人员告知该企业，《饲料质量安全管

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

理规范》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应当建立产品留

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

样观察制度（留样观察制度应当规定留样数量、留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样标识、贮存环境、观察内容、观察频次、异常情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

况界定、处置方式、处置权限、到期样品处理、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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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观察记录等内容），对每批次产品实施留样观察，

产企业不依照本条例规定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

填写并保存留样观察记录，留样保存时间应当超过

录制度或者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产品保质期 1 个月”。据此规定，执法人员核对了

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罚款；拒

该企业仓库中存放的成品均在保质期内，但没有对

不改正的，……。”这里的“责令改正”应该属于

应的留样样品。另外，执法人员还对留样所必需的

行政处罚的法定前置程序或步骤，缺少这一步骤或

仪器、试剂等进行了检查，发现仪器布满灰尘，没

程序，后期不能完成行政处罚 。其目的是恢复合

用使用迹象和使用记录，现配试剂已过期等信息。
这些证据共同印证了企业“未落实留样观察制度”
的违法事实。
3.3

违法物品的处理
该案成品库内“未落实留样观察制度”的饲

[6]

法状态，即对再生产的饲料要开始落实留样观察制
度，对查扣的、未落实留样观察的产品要尽快建立
起留样观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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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契合的。本案中，法律适用《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饲料、饲料添加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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