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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介绍了一起工商部门移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所查处的经营未附检疫证明动物案。通过对查处过程

的分析，探讨案件办理和文书制作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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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a Case Involving Animals without Quarantine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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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a case of selling animals without quarantine certificate transferred from the loc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uthority was investigated by Dehong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In this article，its
investigation progress was analyzed，questions on how to deal with such cases and standards for documentation were
discussed. At last，some measures needed to be adopted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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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2：当事人杨某的《询问笔录》。

1.1

案情概况

证据 3：驾驶员孙某的《询问笔录》。

案情简介
2014 年 10 月 24 日，A 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接

证据 4：《现场勘验笔录》。
证据 5：李某、杨某、孙某的身份证复印件，

到县工商局移送的一起经营未附检疫证明动物案，
立即组织执法人员立案调查。

孙某的驾驶证复印件。

经查，2014 年 10 月 23 日凌晨，公安机关在

以上五份证据共同证明：孙某运输的牛没有

A 县 B 镇截获一车水牛，共计 25 头、重量约 150

附检疫证明，涉案水牛共计 25 头、重量约 150 公

公斤 / 头、价值约 3 000~4 000 元 / 头。货主杨某

斤 / 头、价值约 3 000~4 000 元 / 头，货主杨某、

和李某，驾驶员孙某，均不能提供该批水牛的检疫

承运人孙某，约定运费 1 200 元且尚未支付，车辆

证明和车辆的消毒证明。据货主交代，该 25 头牛

的基本情况等。

原本是在 A 县境内买来自己饲养的，但由于资金

证据 6：《监督检查记录》。

周转困难、放牧场地减少、饲料储备不足等原因，

证据 7：《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准备运输到 C 县大牲畜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因为

证据 8：《案件处理意见书》。

管理相对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经营、运输动物

以上三份证据证明：该车水牛异地保存在另一

必须到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具检疫证明，从而

涉案当事人李某家，保存时间 15 天，期间要求每

导致此次事件的发生。

天消毒场地一次、密切观察牛群，若出现疾病立即

1.2

向动物卫生监督所报告。

调查取证
证据 1：县工商局移送函及相关材料。

76

1.3

案件处理

11 月 7 日，执法机关根据《现场检查（勘验）

检疫标志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同

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作出处理

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十以上

意见，认定当事人杨某、李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

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

2.3

证据收集不全面

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

第一，从证据 2 和 3 中看出执法人员仅仅对当

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规

事人杨某和驾驶员孙某制作了《询问笔录》，并没

定。”依据该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

有对另一名当事人李某进行询问。第二，本案没有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

证据证明同类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每头牛价值

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约 3 000~4 000 元是指买价还是卖价尚不明确。第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三）未经检疫，

三，本案现场检查勘验时，对牛的标识佩戴情况和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动物产品的。”拟

健康状况没有描述。最后，没有现场照片及其他相

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1）处以 5 000

关照片。

元人民币罚款；（2）责令改正运输未经检疫动物

2.4

法律适用有偏差

的违法行为。当日，A 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向当事人

本案认定当事人违反《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三

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三日内当事人

条，依据该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处罚决定。笔者认

没有进行陈述申辩，11 月 11 日向当事人送达《行

为，本案适用法律上既没有具体到款项（应该是违

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运输未经检

反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依据七十七条第三项），又

疫动物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5 000 元人民币。当

在适用法律条款上有偏差。当事人的行为应该是违

事人当日缴纳罚款 5 000 元。

反《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应依据

2

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

2.1

本案办理及案件存在的问题
案由确定不准确

《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第（三）项对应的

本案确定的案由是“涉嫌运输未经检疫的动物

禁止性条款是该法第四十五条，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案”。该表述不符合规范，应当是“涉嫌运输未附

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某种特定动物疫病达到了

检疫证明的动物案”。基于案件的情况，当事人杨

消灭标准，除没有特定的疫病发生这一必要条件外，

某和李某的行为属于经营、运输未附检疫证明的违

还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地区界限应由有效的天然

法行为，所以应当将案由确定为“涉嫌经营未附检

屏障或法律边界清楚划定；二是区域内要具有完善

疫证明的动物案”。

的动物疫病控制体系、动物防疫监督体系、动物疫

2.2

情监测报告体系、动物防疫屏障体系以及保证这些

当事人确定有瑕疵
本案确定的当事人为杨某和李某，可在案件调

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行政制度和技术、资金支持；

查过程中并没有对李某进行询问。杨某在《询问笔

三是宣布无疫病必须要有令人信服、严密有效的疫

录》中仅提到一句“李某和孙某一起把牛送上车”，

病监测证据支持；四是除非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

而在承运人孙某的笔录里没有提到李某，因为缺乏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不能从感染地区或国家进口可能

证据证明李某是货主或证明杨某和李某之间的关

引入疫病的畜禽及其产品。本案中不涉及无规定动

系，而直接把李某认定为当事人是有瑕疵的。本案

物疫病区，不能依据该条进行处罚。本案中“责令

没有对承运人的运输行为进行另案处罚。《动物防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

疫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

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

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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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

3.1

部分文书设定的栏目被修改

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

3.2

卷内目录顺序错误，备考表未填写

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

3.3

案号编注不规范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2.5

部分程序不合法
执法人员将 25 头水牛进行了先行登记保存，

根据《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第九条第
二款的规定，“案号”为“行政区划简称 + 执法
机关简称 + 执法类别 + 行为种类简称（如立、告、

保存时间是 15 日，根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罚等）+ 年份 + 序号”。通常序号前面不用加 0，

第三十五条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正确写法应该是 A 动监罚〔2014〕1 号。

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

3.4

案件来源不规范

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

根据《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第十七条

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

第二款规定，相较其他机关移送，有关部门移送更

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

为适宜。

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

3.5

无需填写空格的没有用斜线划去

据。本案中的《登记保存物品处理通知书》的决

3.6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复议机关填写清楚名称

定程序不合法，应按《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3.7

日期书写不规范

进行，若临床检查健康，则解除登记保存，将 25

《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登记保存清单》《行

头牛返还。本案涉及罚款数额较大，执法机关没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等文书落款日期用阿拉伯数字

有告知当事人具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不规范，应用汉字。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

3.7

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

结案报告处罚决定送达时间错误
行政处罚结案报告的处罚决定送达时间错误，

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

应为 2014 年 11 月 11 日。

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4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依据《农业行政处罚

4.1

应采取的措施
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规章制度

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较大数额罚款，地方

建议制定《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按省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

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

府规定的标准执行；农业部及其所属的经法律、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法规授权的农业管理机构对公民罚款超过三千元、

4.2

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超过三万元属较大数额罚
款。”
云南地区的相关规定，对公民罚款 1 000 元
以上即属较大数额罚款，而本案中对当事人的罚
款已经达到较大数额，所以应当告知其有申请听
证 的 权 利。 本 案 中 当 事 人 将 罚 款 交 到 了 A 县 畜
牧兽医局，没有体现罚缴分离，根据《行政处罚
法》第四十六条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银
行缴纳罚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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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规范问题

加强培训力度，提高人员素质
建议从基础法律法规知识、执法经验交流、典

型案例评析等方面进行培训，全面提升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责任编辑：白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