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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概述了 1985 年以来补检制度的历史沿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补检制度造成的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从行政法学法理的角度分析了补检制度不符合行政许可依申请而发生的基本要求，从实施效果的角
度分析了补检对检疫制度强制性的不良影响，从监管能力和操作性方面分析了补检制度在科学性、可行性方面
存在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取消补检或优化补检制度，加大法律宣传和监管力度，强化隔离和无害化设施
建设以及提升动物检疫信息化建设水平等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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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upplementary quarantine system since 1985 was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Then the effect of“bad money drove out the good”caused by the system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supplementary quarantine system that didn't conform with administrative permit，the occurrence of which depended on
the application ；the adverse impact of supplementary quarantine on the compulsory quarantine system as well as the
malpractice of the supplementary quarantine system in terms of scientiﬁcity and feasibility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as well as capability and operability. At last，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canceling or optimizing
the system，increasing legal publicity and supervision，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solation and bio-security
facilities，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nimal quarantine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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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自

调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推进和动物卫生监

1985 年写入《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来，历经《中

督执法形势的不断调整，补检的制度缺陷也逐步暴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

露。本文基于对补检制度历史成因和弊端的分析，

法》）颁布实施并多次修改，至今延续 30 多年，

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动物防疫法律制度

对保障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建设和完善提供参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养殖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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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补检制度的历史沿革
补检制度首次成为法律制度（1985—1997 年）
1985 年，国务院发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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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

程建设，到 1997 年底，全国畜禽产品（尤其是生猪）

部动物防疫领域专门法规。《条例》第 16 条规定：

供给紧缺局面得到彻底解决，但全国畜禽养殖规模

“农牧部门或其委托单位按照规定实施监督检查，

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生猪不足 10%）。进入 21

应查验畜禽或畜禽产品的检疫证明，并可抽检。对

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畜牧业发展的政

于没有检疫证明或检疫证明已超过有效期的畜禽或

策措施，尤其是 2007 年以来大力推进畜禽标准化

畜禽产品，应实施补检，并出具检疫证明。”1992

规模养殖，畜牧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畜禽养殖规模

年农牧渔业部出台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细则》

化率保持持续上升，畜产品消费需求已经从满足供

第 37 条规定：“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在饲养、

应转向确保质量安全，而补检为不法产品进入流通

生产、经营、流通环节发现未按规定进行免疫、检

提供了“洗白”渠道，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劣币驱

疫、消毒以及免疫、检疫、消毒证明不符合规定（证

逐良币”的不良效应。

物不符、证明逾期、涂改或伪造证明等）或经抽检

2.2

不合格的畜禽、畜禽产品时，除按规定给予行政处

2.2.1 补检的法律属性不符合行政许可基本法理

理处罚外，尚须按规定给予补预防注射、补检、补

2004 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前，检疫出证和补检

消毒和全群（批）实施重检等处理。”这是国家首

措施更倾向于一种技术执法行为。但《行政许可法》

次在行政法规中将补检明确为法律制度。

实施后，检疫出证行为依法应属于依申请的行政许

1.2

可行为。而根据《动物防疫法》现行规定，补检则

补检制度入法并沿用至今（1998 年至今）

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角度看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保

是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这一违法行为所采取

留了补检制度，其第 41 条规定：“动物防疫监督

的补救性措施，是执法主体无须相对人申请而应主

机构在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对没有检疫证明的

动为之的一种行为。尽管动物防疫法律规范给需要

动物、动物产品进行补检或重检。”历经 2007 年

补检的违法行为设置了较高的违法成本，但是在动

修订，2013 年和 2015 年两次修正，《动物防疫法》

物检疫是行政许可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下，再保留补

仍保留了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制度。现行《动物防

检措施，确实有悖于“依申请而发生，符合条件解除

疫法》第 59 条第 1 款第 3 项、第 4 项规定：“动

禁止”的动物检疫性质及行政许可的基本法理。

物卫生监督机构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对依法应当检

2.2.2

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对依法应当检疫而

国际上没有补检的通行做法，动物或动物产品检疫

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

均在生产场地完成，途中不再进行任何检疫行为，

不具备补检条件的予以没收销毁。”2010 年，农

也不具备检疫相关条件，一切以产品合格证为主。

业部出台《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 40 条至第 43

而我国现行法定的动物检疫制度仅包括产地检疫和

条分别对动物、动物产品的补检条件、补检后的处

屠宰检疫两类，这与《条例》实施期间还包括运输

理处罚做出了明确规定。

检疫、市场检疫不同。实施补检一定程度上会误导

2

行政相对人，使其产生侥幸心理而不去申报产地检

2.1

补检制度的弊端分析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补检对动物检疫制度具有反向削减功能

疫、屠宰检疫，从而严重弱化这两项最为重要的基
础性检疫工作。同时，《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关

副食品供应高度紧张，传统的千家万户散养模式居

于补检条件和手段相对有限，某种程度上低于产地

于主导地位，此阶段将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制度写

或者屠宰检疫要求，有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漏洞。而

入《条例》有其历史背景。经过两轮“菜篮子”工

逃避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一旦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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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在进入流通领域后，即使通过补检发现，也极

在流通运输中对动物实施补检时，无法准确了解其

易造成疫情扩散，尤其是在诸如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产地疫情状况和畜禽养殖情况，一旦货主或承运人

物疫病流行期间。

把染疫、疑似染疫、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挑除，

2.2.3

不符合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 《动

其他同群畜禽仍有可能处于疫病潜伏期内，临床检

物防疫法》规定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

查仍有可能认定为健康，对于农业农村部没有规定

产品应实施补检，而《食品安全法》第 123 条却对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动物传染病，很容易成

流通领域中的同类违法行为设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律

为补检过程中的“漏网之鱼”，埋下疫情隐患。而

责任，且不实施补检。同样是可能传播动物疫病、

对动物产品进行补检时，由于产地和宰前活体情况

危害食品安全的动物产品，在不同法律、不同环节

无法核实，查获的动物产品是胴体，不见内脏和规

中设置了截然不同的处理处罚措施，这与坚持法制

定的检疫部位。更有不法经营者为了掩盖病害动物

的统一性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不甚相符。

产品的事实，把病变部位和相关淋巴结割除，仅通

2.3

过外观检查有无病变、有无腐败变质，很难准确判

从提升行业监管能力的角度看
从疫情发生传播的规律看，近年来我国先后
[1]

[2]

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
小反刍兽疫

[3]

以及非洲猪瘟

[4]

等重大动物疫情，

定，也难以完成规定的检疫程序。这样既达不到检
疫目的，又不能完全检出病害动物产品，也给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和检疫人员带来很大职业风险。

无一例外都与活畜的长距离跨省调运有关。改革开

2.4.2

放初期，受我国交通条件所限，畜禽生产、运输、

封锁区证明难度大

经营、屠宰和动物产品经营、运输、贮藏等活动局

的动物产品实施补检时，执法人员会依法要求相对

限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进行长途调运相对较少，加

人在 5 d 内提交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该

之当时一些动物疫病临床症状较为典型，在补检过

批动物产品来自非封锁区证明的文件。但执法实践

程中也容易判断。但随着我国公路、铁路、航空、

中，在查处跨省调运动物产品存在此类违法行为时，

水运等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非洲猪瘟等潜伏期较

很少有能够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的，这充分反映输出

长的动物疫病传入我国，如果仍对未经检疫的动物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也不愿意承担未实施当场检疫

和动物产品实施补检，对控制动物疫病的跨区域传

而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的法律风险。在极个别能够提

播极为不利。强化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对违法行

供的情况下，非封锁区证明格式也是不尽相同，内

为进行严惩，有效防范重大动物疫情跨区域传播已

容更是较为含糊，无法充分证明该批动物产品来自

经成为行业监管的共同呼声。

非封锁区。实践中还有当地主管部门出具非封锁区

2.4

证明或非疫区证明文件的情况。由此可见，补检条

从提高执法可操作性的角度看
动物检疫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施的技术行为，

补检要求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非
在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

件难以落实。

具有环境、资料、地域等的特殊性。产地检疫程序

2.4.3

补检过程缺乏实验室检测的技术支撑 《动

需要查看完整的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后进

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补检时需要进行实验室疫

行，屠宰检疫只有在产地检疫合格的基础上，进一

病检测的，检测结果要符合要求。目前，国家对补

步按照屠宰检疫规程和专业技术手段才能完成。补

检没有统一的必检项目，使补检缺乏科学依据的有

检行为在实际执法工作中，很难具有科学性和可操

力支撑。一些地方将无法进行实验室检测的情况推

作性。

定为符合补检条件，而有的地方则定性为不符合补

2.4.1 补检仅仅依靠临床检查或外观检查不科学

检条件，执法尺度存在分歧。同时，执法部门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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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测手段落后，缺乏必要的现场检疫检测器材，

强化对不依法申报检疫行为的监督执法，为未来逐

实验室检验设备残缺不全的尴尬现状。即使配备或

步取消补检奠定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具备检测试验室，针对性地对某一疫病进行检测，

3.3

强化隔离和无害化设施建设

对已加工分割的肉品也未必检出病原，且进行补检

调整补检制度后，应当强化“隔离”在防范

需要占用大量实验室资源，国家没有必要对当事人

已知和未知动物疫病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动物隔离

的违法行为承担此方面的投入。另外，一些动物疫

场建设，对难以确定来源和养殖过程的动物实施必

病的发现需要时间，目前世界范围内仍未发现所有

要的隔离措施。同时，取消补检或收紧补检条件

病种，因此难以确保其生物安全。

后，对未经检疫以及不符合补检条件的动物和动物

3

产品，实施没收、销毁，势必将增加现有无害化处

对策建议
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日趋严峻，食品安全监

理体系的运载负荷，因此，要强化无害化处理体系

管要求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加大动物防疫监督管理

的建设和投入，确保有效运行。

执法力度，建立更为严格、规范的动物产品流通监

3.4

加强动物防疫检疫信息化建设
动物检疫出证是动物、动物产品进入流通环节

管制度，已显得十分迫切。因此，需要对已实施
30 多年的补检制度作出调整和优化。

的重要关口，要积极运用信息化工具，围绕动物检

3.1

疫出证打通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动物疫病监测检测、

取消补检或设立更严格的补检条件
取消补检制度是解决上述矛盾和弊端的首选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等环节，为动物检疫出证提供科

措施。一方面，可以对逃避检疫行为形成震慑，杜

学、全面的参考依据，同时，加大官方兽医队伍建

绝违法行为人补检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使动物

设和保障力度，更好发挥动物检疫对防范动物疫病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推进产地

传播，维护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检疫、屠宰检疫和动物疫病的控制、扑灭和净化等
更为重要的工作中，规避因实施补检可能造成的疫
情传播和履职风险。但随着近年来动物、动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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