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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生猪屠宰违法行为治理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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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年来，河南省以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和群众身体健康为目标，通过采取充实屠宰监管力量，开展暗访

巡查 / 飞行检查，强化技术手段、黑名单管理，启用畜禽屠宰监管平台等系列措施，严打屠宰领域违法行为，
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存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存漏洞、法律法规不健全、行刑衔
接不畅等问题。由此提出了推动主体责任落实、提升监督执法实效、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强化两法衔接、完善
技术手段等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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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Governance for Illegal Pig Slaughtering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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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pork and the public's health，illegal
slaughtering was cracked down by a series of measures in Henan Province，including increasing human resources for

slaughtering supervision，carrying out unannounced inspection or ﬂight inspection，strengthening technical means，
managing blacklist，and enabling a supervision platform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slaughtering，from which obvious
achievements were obtained. Meanwhile，current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y enterprises，loopholes in supervision，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poor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against which，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promoting to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perfec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laws，and
improving technical means，etc.
Key words ：pig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laughter ；illegal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

近年来，生猪注水、药残超标、屠宰加工病

畜禽屠宰监管平台等系列措施，屠宰领域违法行为

死猪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猪肉质量安

得到明显遏制，猪肉质量得到有效保障。本文围绕

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为有效打击生猪屠宰违法行为，

近年来河南省屠宰监管工作成效和经验进行了梳

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河南省针对屠宰环节违法行为，

理，针对当前屠宰环节存在问题和监管难点进行了

采取了充实屠宰监管力量、暗访巡查、飞行检查、

分析，以期为同行加强屠宰监督执法工作提供借鉴。

集体约谈、畅通举报通道、实行黑名单管理、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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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作经验和成效
充实屠宰监管力量
河南省本级率先完善了行政管理、监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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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三位一体”的屠宰监管体系，在省农业

超标，全部移交当地立案查处。

农村厅设立省畜禽屠宰管理处的基础上，又分别在

1.5

组织集体约谈

省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和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围绕省级监督巡查发现线索以及屠宰环节存

中心增设了屠宰检验科和屠宰技术科。自农业综合

在的突出问题，河南省畜牧局定期对各地畜牧兽医

执法改革以来，省农业农业厅又专门成立了农业综

主管部门进行集体约谈，通报问题线索，研判风险

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全面负责农业行政执法监督工

隐患。仅 2016 年，共对新乡、周口、焦作等 9 地

作，原省动物卫生监督所作为主要力量，继续承担

的畜牧兽医部门主管领导进行了集体约谈，同时向

包括畜禽屠宰在内的畜牧兽医执法任务，屠宰监管

当地政府进行问题通报，通过此种方式传导压力，

力量得以进一步强化。
1.2

组织暗访巡查
省畜牧兽医执法总队围绕群众举报的突出问

题，根据多种渠道获取的线索，派出暗访巡查组，
抽调省总队和省辖市执法骨干，采取异地执法、事
前不打招呼的方式，对生猪屠宰企业开展突击检
查。仅 2016—2017 年，共抽调执法骨干 200 余人
次，先后对新乡、安阳、驻马店、平顶山、许昌等
地 36 家生猪屠宰企业开展了突击监督巡查，现场
查获注水行为 3 起，发现并移交违法线索 30 个。
其中，在对淇县某食品公司暗访中，现场查获注水
生猪 53 头，抓获注水人员 4 人。
1.3

开展飞行检查
自 2017 年起，河南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了飞

行检查活动。以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检查行为、
保障企业权益、优化检查程序为目标，仅 2017—
2018 年，省执法总队通过暗访蹲守、走访群众等
形式，先后对新乡、许昌、驻马店等地的 7 家生猪
屠宰企业开展了飞行检查，共发现企业违法案件线
索 10 个，立案 10 起，责令 4 家企业停业整顿。
1.4

强化技术手段
在开展飞行检查、暗访巡查时，利用红外线

快速水分测定仪对猪肉水分进行快速测定，一旦发
现猪肉水分含量偏高，立即扩大抽检范围和抽检比
例。监督封样后，送检测机构进行确诊检测，一旦
水分超标，将依法依规处置。2017 年，在省执法
总队监督抽检的企业中，有 3 家企业猪肉水分确诊

强化部门风险意识。
1.6

畅通举报渠道
河南制定了《河南省畜牧兽医举报制度和奖

励制度》，进一步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规范举
报奖励工作。在省畜牧兽医执法总队设立举报电话
的基础上，开通了河南省畜牧业信息网和河南省畜
牧兽医监管服务网网络举报受理通道。2018—2019
年，省级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 33 起，全部进行了
督查督办并及时办结。河南注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
法衔接，2021 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公安厅共
同出台了《关于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
衔接工作的意见》。
1.7

实行黑名单管理
为推进屠宰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河南省制定

了《河南省畜牧企业黑名单管理制度》，将具有不
良行为、严重违法违规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
公布曝光，及时向媒体推送，惩戒不良企业，并实
施重点监管。仅 2019 年，就将 16 个屠宰违法企业
和个人列入了黑名单，其中包括 1 起对生猪注沙丁
胺醇、注水案件。
1.8

启用畜禽屠宰监管平台
自 2017 年启用畜禽屠宰管理系统，河南省将

全省 190 个生猪屠宰企业全部纳入监管平台。该系
统有效对接电子出证系统数据信息，并从屠宰场入
场管理、检验检疫、无害化处理、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细化。企业和驻场官方兽医
根据各自职责和权限，对生猪入场查验、检疫申报、
准宰管理、同步检疫、无害化处理、出厂登记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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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进行操作管理，对企业实现了从入厂到出厂的全

残超标、猪肉水分不合格、企业肉品品质检验尤其

程实时管控。通过监管平台痕迹化管理，进一步提

是实验室检验内容不明确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升了监管工作效率，杜绝了部分违法行为，如生猪

困惑 [3]，亟需进一步完善畜禽屠宰法律法规体系。

入场后，待宰静养不足 12h 的，系统无法申报检疫，

2.4

解决了待宰静养落实难的问题；生猪从养殖环节出

行刑衔接不畅
基层在执法实践中，发现涉刑的违法案件，

证后，48h 内没有达到目的地屠宰场的，将对运输

在移交时存在难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

车辆进行锁定，限制出证，从而形成有效的闭环监

公安与农业农村等部门在证据认定方面不一致，证

管，有效杜绝违规出证、“洗猪”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移交的具体条件和要求未

2

形成共识，农业执法部门固定的证据公安部门不一

存在问题

2.1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定认可，涉刑案件移交难度大，如生猪注水的证据

屠宰企业和从业人员普遍存在法律意识和质

移交、私屠滥宰的货值认定等有关问题都存在不同

量安全意识不强，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现象。从近

程度的分歧。

年飞行检查、暗访巡查等情况看，防疫条件不达标、

3

清洗消毒不严格、待宰静养制度不落实、肉品品质

3.1

对策建议
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检验未开展、不按国家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屠宰生

建议多渠道、多方式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猪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添加使用“瘦肉精”等违

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采取发放告

禁药物、对生猪注水注胶、屠宰病死畜禽、私屠滥

知书、签订承诺书、召开培训班、集体宣誓、悬挂

宰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条幅、组织宣传月等方式，积极宣传畜禽屠宰法律

监管存在漏洞

法规、企业法定义务和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不断提

2.2

一是监管队伍力量薄弱，执法装备尤其是执
法车辆欠缺，部分县区仅有 1 辆执法车辆，严重制
[1]

升屠宰从业人员依法生产经营和守法意识。
3.2

提升监督执法实效

约着屠宰执法监督工作开展 。二是执法人员业务

一是可以通过督办函、约谈、诫勉谈话、全

素质不高。人员结构老龄化严重，业务能力和专业

省通报等方式推动畜禽监管责任落实，推动地方建

知识不足，执法办案技巧欠缺，存在不会办案、不

立政府负总责、部门依法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社

愿办案、不敢办案的现象。三是受农业综合执法机

会广泛监督的畜禽屠宰监管责任体系。二是在强化

构改革影响大。各级农业执法综合机构成立后，河

日常监管的基础上，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暗访巡查、

南省原有的三级四层畜牧兽医执法队伍被打乱，大

飞行检查等多种形式的执法检查活动，定期组织开

部分屠宰执法人员并未随着职能一并划转至农业综

展专项整治、集中治理等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

[2]

合执法机构，导致现有屠宰执法监管力量薄弱 。
2.3

法律法规不健全

打击治理屠宰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三是加强
监督检查结果运用。建议建立以黑名单管理为核心

畜禽屠宰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畜禽屠宰有

的奖惩联动机制，对于违法的依法严厉打击，采取

关标准交叉重叠、内容不一致、相互掣肘。当前畜

重点管控、加大监管频次、限制行业准入等措施，

禽屠宰法律法规框架下还存在监管盲区，法律规定

对守法诚信、信用良好的优先给予政策资金支持和

不明确、界定不清晰，基层执法人员在执法时面临

项目倾斜 [4]。四是探索建立质量抽检、执法办案“检

着执法无据、执法难等问题，如在处置畜禽产品药

打联动”机制。在监督检查时，开展猪肉、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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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尿等质量抽检活动，进行水分、抗生素残留、“瘦

3.5

强化技术手段

肉精”等违禁药物检测检验，加强检测结果运用，

提升屠宰执法装备水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

强化与执法部门信息互通、线索通报，完善风险监

配备红外线水分快速测定仪、无人机等设施设备。

测为主、集中监测为补充、监督抽检跟进的畜产品

加大对屠宰企业视频监控等配套项目支持，探索“互

质量抽检制度，切实为屠宰执法监督工作提供线索

联网 +”监管模式，建立屠宰企业视频监控平台，

来源和技术保障。

有效整合企业、监管部门视频监控信息，对辖区内

3.3

完善法律法规
加快推进畜禽屠宰法律法规修订进度，持续

屠宰企业进出场、待宰圈、无害化处理间等重点区
域实行视频覆盖，做到实时远程监控 [7]，有效遏制

推动建立以法律为主、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为辅、

和杜绝收购屠宰病死生猪、待宰圈注水等违法行为。

部门规章、国家标准等为补充的畜禽屠宰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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