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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经营未加施检疫标志猪产品案的查处
王夏晓
（海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海南海口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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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21 年 10 月，海南省某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监督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涉嫌经营未加施检疫标志的猪产品。

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依法并给予了行政处罚。本文介绍了案件的发生经过、查处取证、法
律适用及处理情况等执法内容，重点讨论了案件中涉及的动物检疫证章标志的关系、查封扣押与登记保存的适用、
听证制度的执行和私自处置查封扣押物品的应对等问题，指出了畜牧兽医行政执法中的相关重（难）点和关键
环节，以期为行政执法人员办理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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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to a Case of
Operating Pig Products Unaccompanied by Quarantine Marks
Wang Xiaxiao
（Hainan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Haikou，Hainan

570100，China）

Abstract ：In October 2021，an operator was found to be suspected of operating pig products unaccompanied by

quarantine marks by a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bureau in Hainan Province during its routin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s it was investigated，the illegal facts made by the party concerned was conﬁrmed，who
was then administratively punish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law. In the paper，the occurrence and process of th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law application，handling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were introduced，with
a priority on the issues including the relationgship between the animal quarantine certiﬁcates and seals involved in the
case，application of seizure，detention and keeping of registration，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ring system and the
response to any private disposal of seized and detained items，then the key points（difﬁculties）and link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were pointed out，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to handle similar case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imal ；quarantine marks ；seizure and detainment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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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猪产品两个违法行为。当事人深刻认识到违法行

基本案情
2021 年 10 月，海南省某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监

为的严重性，主动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积极

督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经营的猪产品未加施动物产

履行了处罚决定。

品检疫印章。该批涉案猪产品共计 2 000 kg，当事

2

人无法提供购销台账，也无法证实其合法来源，执

2.1

调查取证
现场检查（勘验）

法人员遂于当日请求相关领导批准立案查处，并对

海南省某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涉案猪产品采取就地扣押措施。后经调查证实，当

勘验时，当事人正在自己的冷库门口批发、销售生

事人存在经营未加施检疫标志猪产品和非法处置扣

猪产品，猪胴体上无动物检疫印章，该批涉案猪产

收稿日期 ：2022-01-19

品共计 2 000 kg。当事人提供了带有编号的动物检

修回日期 ：202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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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载有猪产品 2 000 kg 等

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

字样，签发官方兽医为刘某。执法人员现场制作了

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并进行拍照与摄像。

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制作询问笔录

2.2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时，当事人

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1]。当

称该批猪产品系在 A 省定点屠宰场宰杀的生猪，

事人经营未加施检疫标志生猪产品共 2 000 kg，按

官方兽医刘某对该批猪产品进行了检疫，但当事人

当时检疫合格的生猪产品 30 元 /kg 计算，货值金

担心加施动物产品检疫印章会影响猪产品销售，所

额为 60 000 元，执法机关对当事人作出 30 000 元（处

以拒绝加施检疫印章，并运出屠宰场进行了销售。

同类检疫合格猪产品货值 0.5 倍罚款）的处罚决定。

随后，执法人员联系上出证的官方兽医刘某，对其

当事人主动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积极履行

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前后两份笔录相

了处罚决定。

互印证了当事人经营该批猪产品经过检疫但未加施

3.2

检疫印章的违法事实。

非法处置扣押的猪产品的处罚

对证据进行扣押

2.3

经公安机关查明，当事人私自将行政执法机
关扣押的 2 000 kg 猪产品非法转移并销售，其行为

立案查处当日，在无法判断当事人所持动物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

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真伪，及未联系上出证官方兽医

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

的前提下，执法人员从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组织

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2 名官方兽医对涉案的 2 000 kg 猪产品进行鉴定。

（一）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

鉴定报告显示，该批猪产品无法判断生产日期，经

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的”之规定 [2]，执法机

过冷藏后也无法辨认检疫痕迹，个别猪胴体有出血

关对非法转移并销售扣押猪产品的当事人予以治安

斑和出血点。执法人员遂将此情况报告相关领导，

拘留五日，并处 4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经批准，对当事人经营的 2 000 kg 猪产品采取就地

4

扣押强制措施。

4.1

思考分析
动物产品检疫证、章和标志的探讨

后经全面调查取证以及问询出证官方兽医刘

动物产品检疫证、章和标志是指动物检疫合

某，共同证实该批扣押猪产品是从由 A 某省生猪

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印章和动物产品检疫大小标

定点屠宰企业生产且经过检疫的事实，执法人员赶

签三类，其承载着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结果，

赴扣押现场准备解除扣押措施，却未发现扣押的

是实施全程追溯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动物检疫

2 000 kg 猪产品。执法人员果断报警，经公安机关

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检疫符合下列条

查实，该批扣押猪产品系被当事人非法转移并销售。

件的，由官方兽医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对

3

胴体及分割、包装的动物产品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

3.1

适用法律及处罚决定
经营未加施检疫标志猪产品的处罚

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换言之，动物产品经检疫

当事人涉嫌经营未加施检疫标志的猪产品，

合格后或者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且加施动物产品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检疫印章，或者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且加施动物

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称《动物防疫法》）第

产品检疫大小标签。由此可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五十一条之规定，即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

与加施动物产品检疫印章、加施动物产品检疫大

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根据《动物防疫法》第

小标签是不能分离的，单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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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加施动物产品检疫印章”“加施动物产品

或者其他组织是指超过十万元。”根据上述规定，

检疫大小标签”均不能单独证明动物产品属于经检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作出 30 000 元的处罚决定符合

疫合格的动物产品，只有两者同时存在且相互对

较大数额罚款的情形，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听证的权

应，方能证明动物产品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

利。虽然本案中当事人主动放弃了听证权利，但在

合格

[3-5]

。因此，本案中的猪产品未加施动物产品

听证制度的执行中还要特别注意告知程序的形式、

检疫印章的行为是违法的，理应处罚。

时间和内容。告知形式上，采用书面形式更具有法

查封扣押与登记保存的适用

律效力，如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行政

4.2

查封扣押是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可能

处罚听证会的通知书等。告知时间上，要把握两个

危害人体健康的涉案物品和有关材料所采取的强制

时间点：一是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

措施，如染疫或疑似染疫的动物、病死或者死因不

起 5 日内提出听证，二是听证机关在举行听证会 7

明的动物产品、检疫不合格的以及私屠滥宰的动物

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告知内容上，不

[6]

产品等，一经发现可立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 。先

仅包括听证会举行时间、地点，还需要告知举行听

行登记保存则是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

证会的具体程序、双方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据进行保全的一项措施，其对象包括物证、书证、

听证主持人的情况等内容，尽可能将听证程序所包

视听资料等具有实物形状的证据 。动物卫生监督

含的内容和注意事项面面俱到的通知到相对人 [8]。

执法实践中，对动物和动物产品类的证据在适用查

4.4

[7]

私自处置查封扣押物品的应对

封扣押与登记保存上很容易混淆。就本案而言，涉

对非法处置行政机关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案的 2 000 kg 猪产品即是“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的行为在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处置方法，有的认定为

取得的物证”，也可能是“危害人体健康的涉案物

“妨害公务罪”，有的认定为“盗窃罪”，还有的

品”。本案的执法人员一方面通过收集证据证实了

仅进行“治安处罚”，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

该批猪产品未加施检疫标志，另一方面邀请 2 名官

公安机关对当事人非法处置行政机关扣押的猪产品

方兽医对涉案猪产品进行了现场鉴定。两方面的工

行为也是进行了“治安处罚”，笔者认同这种处理

作相互印证了该批涉案猪产品未加施检疫标志，存

方法。因为，“妨害公务罪”是以暴力、威胁方法

在传播动物疫病的风险，必须采取扣押措施。当然，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要有“以暴

在执法人员后期查明涉案猪产品是从定点屠宰企业

力、威胁方法阻碍”的客观行为，本案的当事人一

生产且经过检疫的事实后，也立即组织了解除扣押

直是情绪正常，积极配合，并未有暴力、威胁等

措施等工作。

行为；“盗窃罪”则要重点考虑当事人“是否有非

4.3

听证制度的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 年 7

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无主观故意就不能认定为盗
窃罪。

月 15 日起施行）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作出较大

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中，“非法处置行政机

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

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行为”时常发生，极大

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

地损害到行政机关权威和正常行政管理秩序，仅予

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等较重农业行政处罚

以治安处罚显然不够。《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中

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

《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较

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认定为“非法处置

大数额、较大价值对个人是指超过一万元，对法人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笔者建议，可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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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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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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