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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运输动物经指定通道入豫监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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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规定对跨省运输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理。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河南省对入豫

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理以来，经指定通道入豫的动物运输车辆比例仍然较低。为加强入豫动物调运监管，有效
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本文对河南省指定通道制度实施现状、存在问
题及相关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核查车辆信息、查处违法行为、加强宣传教育等 9 个方面的建议，以期为
运输动物经指定通道入豫监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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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y animals transported across province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management of designated pathways

as stipulated by the latest revision to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ince
December 1，2021 when the management of designated pathways for any entry animals was implemented in Henan
Province，the proportion of vehicles transporting animals into Henan via designated pathways was still low.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for distribution of entry animals，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any major animal
diseases，and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and the public's health，the status，current problems and
relevant reasons concerning the system of designated pathways were analyzed in the paper，followed by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checking vehicle information，investigating and dealing with any illegal ac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mprovement of awareness and education，which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upervision for animals transported into Henan Province via designated pathways.
Key words ：animal quarantine ；animal transported into Henan Province ；designated pathway ；supervis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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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动物跨省调运仍较为频繁，而跨区域、

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都

长距离运输动物存在较大风险隐患。规范动物运输

要求各地建立指定通道制度 [1-2]，统一实施畜禽指

活动，有利于降低动物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2019

定通道运输工作。

年 6 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的意见》和 2020 年 9 月印发的《国务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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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
（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第 53 条规定：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道路运输动物
进入本行政区域的指定通道，并设置引导标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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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道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动物的，应当

豫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照《动物防疫法》等法律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

法规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收未经指定通道

省境或者过省境。”第 102 条规定了相应的罚则：

运入的动物，违法接收的，由农业农村、市场监管

“违反本法规定，通过道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等部门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

运输动物，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

处理。

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河南省 27 个入豫动物指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运输人处 5 000 元以

定通道投入运行以来，道路运输动物车辆开始经指

上 10 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0 000 元

定通道通行，接受查验后入豫。各动物指定通道检

以上 50 000 元以下罚款。”这是《动物防疫法》

查站克服困难，认真履责，查证验物，严格把关，

修订后新增的条款。

共查验动物运输车辆 21 085 辆次，为防控非洲猪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已陆
续公布道路运输动物进入本行政区域的指定通道，

瘟等重大动物疫病传入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2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并对入省境或者过省境运输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

据 统 计，2021 年 12 月 1 日 —31 日， 共 收 到

理。河南省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对入豫动物实施

省外出具的有效动物检疫证明信息 7 014 条，27 个

指定通道管理。本文分析了道路运输动物经指定通

入豫动物指定通道共查验动物运输车辆 1 009 辆次，

道入豫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依法查处未经指

通行比例为 14.39%。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入

定通道运输动物行为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对加强运

豫的动物运输车辆经指定通道通行并接受查验的比

输动物经指定通道入豫监管，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传

例仍不足 60%。

播有所裨益。
1

现状
为落实国家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政策，加强

究其原因：一是通过指定通道运输动物是一
项较新的规定，由于宣传贯彻不到位，一些动物养
殖、运输（包括自行运输动物的货主、货主以外的

入豫动物跨省调运监管，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

承运人）等生产经营主体不知道或不了解具体规定，

动物疫病传入传播风险，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人

运输动物时未经指定通道入豫；二是农业农村部电

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

子出证系统推送给河南省的动物检疫证明中车辆到

规定，2021 年 11 月 27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

达地为河南省，但车辆实际并未入豫，此类情况占

于对入豫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理的通告》，对入豫

相当大比例；三是车辆到达地为河南省，并且经指

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理。通告规定，自 2021 年 12

定通道入豫通行，但未经指定通道检查站查验，车

月 1 日起，在全省设立 27 个入豫动物指定通道，

辆信息未登记或未录入系统；四是部分车辆的货

凡运输动物入豫的，应随车携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主、承运人存在使用未备案车辆运输动物，运输动

（或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有关材料，从指定

物应当检疫而未检疫，违规调运、运输病死动物等

通道进入，并主动到指定通道动物防疫检查站报验、

违法行为，故意逃避指定通道检查，从其他道路入

登记信息，接受监督检查。经检查合格并取得签章

豫。同时，由于对入豫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监管是一

后方可入豫；经检查不合格或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

项新工作，主管部门目前仍存在学习不足，认识不

为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法处理；发现染疫动物的，

清，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无从下手，不敢、不

应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并迅速采取隔

会、不愿办案，部门协作配合不够，地方人财物保

离、消毒等控制措施；凡未经指定通道运输动物入

障不足，检疫、监管和执法工作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57

兽 医 管 理

也间接造成了指定通道制度未能充分落地。

报告、违法线索移交等工作，落实上级交办及省人

3

民政府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部署安排的其他动

措施建议
为加强入豫动物跨省调运监管，提高车辆经

物防疫任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

入豫指定通道通行并接受查验的比例，需要采取有

或按照职责分工移送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农

力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坚持“人

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防 + 物防 + 技防”多措并举，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3.2.2

行为，规范动物运输活动，保障动物及动物产品调

物落地监管工作，对养殖场（户）跨省引进饲养用、

运通畅、供应稳定。

非种用动物到达目的地后未在 24 h 内报告，跨省

核查车辆信息

3.1

养殖环节

严格依法依规做好省外入豫动

引进乳用、种用动物到达输入地后未按规定进行隔

通过河南智慧兽医云平台，将农业农村部电

离观察，接收未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动物，为

子出证系统推送的到达地点为河南省的动物检疫证

来源不明动物申报检疫或提供便利等行为依法依规

明和河南省 27 个入豫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查验记

查处。对学校、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购进的实验

录逐一比对，可初步查出未经指定通道进入河南省

动物也要加强查验，对未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未

的动物及车辆信息，立即核查到达地相关机构，确

经指定通道入豫运输实验动物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认动物及车辆是否真正到达辖区相关地点，是否被

3.2.3

相关单位（个人）接收。经查属实的未经指定通道

宰企业依法查验入场动物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文

运输动物入豫的车辆（运输人），由农业综合行政

件，落实宰前检疫申报主体责任。发现接收未取得

执法机构依法依规立案查处。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未取得入豫动物指定通道

查处违法行为

3.2

屠宰环节

驻屠宰企业官方兽医应监督屠

签章的经道路跨省调入动物等行为的，及时移送所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要严格依法查处违法

在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

违规行为，做到有案必立、立案必查、查案必果。

构应依法查处未取得入豫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签章

强化一查到底，克服查点不查线、查线不查面的问

的经道路跨省调入动物的车辆及接收未取得动物检

题，扩大办案范围，对每一条案件线索，都要向上

疫合格证明动物的屠宰企业。同时，推动建立联合

溯源、向下追查，查清车辆来源和去向，对涉及的

惩戒制度，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联合惩戒。在河南智

违法行为全链条打击。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执

慧兽医云平台上，对违规动物运输车辆按程序纳入

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

“黑名单”管理，对涉事养殖企业按要求实施动态

将打击和震慑相结合，执法和教育相结合，全面提

“红、黄码”标记处理，对涉事屠宰企业取消“产

升执法工作效能。

销联建”备案资格。

3.2.1

运输环节

对应备案而未备案车辆从事动

3.3

加强宣传教育

物运输，承运未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入境货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微信

物检验检疫证明）动物，未经入豫动物指定通道跨

公众号、视频短片、挂图、宣传车（栏）等多种媒

省调入动物，不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所载到达地运

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动物防疫法》等

输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各入豫动物指定通道检查

政策法规，以案释法。把指定通道制度作为《动物

站，要严格按照《河南省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管理

防疫法》宣贯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宣讲《河南

办法（暂行）》要求，做好经入豫动物指定通道进

省人民政府关于对入豫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理的通

入动物及动物运输车辆信息登记、查证验物、疫情

告》等内容及相关法律责任，提高动物养殖、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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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产经营主体守法意识。在动物养殖及屠宰企业、

作配合，共同打击违法行为。对农业农村部电子出

动物检疫申报点等场所，指导生产经营主体利用信

证系统推送的到达地为河南省但实际并未入豫的车

息化手段查询、了解入豫动物指定通道的名称、站

辆，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出证地相关机构，对其依法

址、位置等基本信息，遵法守规运输动物。构建执

调查处理。要全国一盘棋，齐抓共管，严厉打击未

法机构专业执法与群防群治协作机制，公开举报电

经指定通道运输动物行为，避免出现一地软一地硬

话，完善有奖举报制度。营造“有法必依、执法必

等尺度不一的情况，使违法分子有可乘之机，法律

严、违法必究”的执法监管氛围。

威慑力大打折扣。

3.4

强化农业系统内配合

3.6

加强信息运用

建立健全行政主管部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加强信息化建设，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

机构、技术支撑机构协调配合机制，完善系统内行

数据等技术，推进“互联网＋执法”、智能执法，

业监管和执法办案协同机制。运输动物车辆卸车后

加强智能监控和大数据监控，提升预警能力和执法

一般均在短时间内驶离，对此类违法行为如果不能

水平。研发完善软件系统，在河南智慧兽医云平台

及时或现场控制车辆（运输人）、固定证据，移送

新增功能模块，完善动物检疫证明签收功能，自动

执法机构，将给后续查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目前，

将农业农村部推送的到达地为河南省的动物检疫合

随着机构改革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不断深

格证明，入豫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查验，河南省养

化，河南省基本形成了行政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

殖屠宰企业接收动物等信息进行综合比对，统计出

或农委，漯河市及兰考县、内乡县、新野县、浚县

未经指定通道入豫的动物及车辆信息，在系统中向

单设了畜牧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动物卫

车辆到达地相关机构发出提示信息，及时告知所在

生监督机构（有的地方单设，大部分地方整体并入

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核查处理。确保工作人员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定期对本辖区的省外入豫动物信息开展网络稽查工

分工负责动物防疫工作的局面。河南省各地机构职

作，及时通知到达地所属辖区官方兽医进行核查，

能、分工各不相同，日常监管工作由不同的机构承

发现未经入豫动物指定通道通行，未按要求落地报

担，改变了过去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集检疫、监督、

告和入场查验等违规行为的，及时将线索移交给当

执法职能于一身的状况，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再具

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整

有执法职能，执法办案工作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

合信息资源，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

构承担。工作中，需要加强监管与执法衔接，密切

跨地区、跨部门信息共享，互联互通，最大限度地

配合，形成合力，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农

用好用活信息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减少人力物力

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以更好起到打击和

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加强信息公开，曝光典型案

震慑的作用。

例，发挥警示作用，实现执法与宣教相结合，提升

3.5

加强区域协作
建立跨区域案件协查机制，及时通报违法车

执法效果。
3.7

强化部门联动

辆信息，做到一地发现，多地联动，全面打击。运

完善联合执法、行刑衔接机制。做好与公安、

输动物的车辆活动范围较大，车辆的备案地和运输

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信息共享、联合调查、案情通

到达地往往不一致。在到达地查获的违法车辆如果

报、案件移送等工作。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开展

不是本地车辆，需要及时联系车辆备案地或启运地

联合执法、联动执法。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会

协查，车辆的备案地、启运地、到达地相关机构协

（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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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百一十四条中加上“行政机关”，当事人
私自处置了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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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伟 . 一起经营仅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签》动
物产品违法案件的处置 [J]，甘肃畜牧兽医，2019，49

会管理秩序和发挥刑法指引、震慑作用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雷江红，封建立，李志骞，等 . 我们对动物产品加施
检疫标志的理解 [J]，中国动物检疫，201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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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动物指定通道检查站建设。加强执法机构执法

同相关部门采取挂牌督办、集中办案、联合查案，

基础设施和装备保障建设，配备必需的交通、通信

达到“查办一起、震慑一片”的效果。强化行政执

工具，调查取证、检疫检测等设备。对执法人员加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对涉嫌犯罪的，农业综合行政

强培训、严格考核、科学调配。扎实开展“能力作

执法机构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

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执法练兵、执法比武、案卷

于线索明显、事实清楚、涉嫌犯罪的案件，商请公

评查，打造一支执法铁军，切实提高执法水平和办

安机关提前介入，提高办案效率，增强执法合力。

案质量。

坚决打击组织化、团伙化、链条化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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