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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超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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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1 年 5 月，A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某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品和未按

规定建立购销记录两种违法行为。经立案调查，对该公司处以没收 35 瓶兽用生物制品及违法所得 2 550 元，并
处罚款 7 200 元的处罚决定。本文从该案件查处过程中的产品认定、案件定性、罚则适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农业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适用情形，以期为规范案件查办，彻查违法行为，完善处罚举措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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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current Punishment against Illegal Acts-Based on a Case of
Operatin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beyond Licensed Business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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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y 2021，two illegal acts of operating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beyond licensed business scope

and failing to establish records of purchase and sales as required made by a company were found by th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eam in A city. Upon investigation，the company was
confiscated with 35 bottles of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CNY 2 550 of illegal income and imposed a fine
of CNY 7 200. In the paper，product identification，case characterization，penalty appli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to the case were discussed，then the conditions of application of concurrent
punishment against illegal acts i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were proposed，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standardizing investigation and handling of similar cases，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any illegal acts，and
improving the punishment measures.
Key words ：operating beyond licensed business scope ；veterinary biological products ；concurrent punishment ；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兽用生物制品作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重要

经营者受利益驱使，随意扩大经营范围，既造成了

物资，在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保障畜禽健康水

畜牧业投入品质量隐患的同时，又严重扰乱了兽用

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兽用生物制

生物制品经营秩序 [3]。本文以一起超范围经营兽用

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中，超范围经营行为时有发生，

生物制品和未建立兽药购销记录案为例，探讨了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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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合并处罚的适用情形，以期为规范案件查办，
彻查违法行为，完善处罚举措提供参考。

76

监 督 执 法

1

案件来源

2022 年第 39 卷第 8 期

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属于无证经营，按照《兽药

2021 年 5 月 20 日，A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在市场检查时发现，A 市牧康兽药有限公司（以下

M 公司此行为属于无证经营，应当依据《兽药管

称“M 公司”）未按照规定建立兽药购销记录，

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中“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

且经营的兽用生物制品“诸源治”（通用名：猪圆

药的”情形予以处罚。鉴于该公司经营的兽药能够

环病毒 2 型与支原体二联灭活疫苗）疑似非受委托

追溯到销售对象并已经大部分被追回，且未造成较

经营的兽用生物制品。执法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

大损失，拟对其采取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财物

证据登记保存和拍照取证，经请示立案后，进一步

及罚款的处罚措施。

开展调查。
2

调查经过
执法人员对经营门店现场进行了检查和勘验，

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建立购销
记录，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兽药经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

核对了当事人的身份及许可经营情况，查验了其供

门制定的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第二十八条“兽

应商的资质证明和许可情况，对货架在售的兽药产

药经营企业购销兽药，应当建立购销记录……”之规

品进行了核查。对涉嫌违法的相关产品，执法人员

定，应当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中“未按

采取了登记保存措施。当事人按照要求提供了身份

照规定实施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情形予以处罚，鉴

证件、营业执照及兽药经营许可证、上游供货商资

于其未造成严重后果，拟对其施以警告的处罚措施。
综上所述，责令 M 公司停止违法经营活动，

质证明等相关证件，但未能提供兽药购销记录。
执法人员对 M 公司负责人王某进行了调查询

对其施以警告、没收违法产品 35 瓶及违法所得

问。经查，2020 年 3 月，公司从四川某生物公司

2 550 元，并处货值金额 3 600 元的 2 倍计 7 200 元

购进“诸源治”（10 头份 / 瓶）120 瓶，购进价格

罚款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缴纳了罚

为 20 元 / 瓶，分别销售给 A 市养殖户刘某 50 瓶、

款；有关部门于 11 月 18 日进行了结案。

马某 30 瓶、何某 5 瓶，售价均为 30 元 / 瓶。有王

4

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适用情形探讨

某提供的从四川某生物公司进货凭证、刘某等 3 个

合并处罚是指同一行政相对人在同一行政法

农户的销售凭证为证。经核对 M 公司的兽药经营

律关系调整范围内，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就两种以

许可证（生物制品），发现其许可的经营权限仅为

上违法行为进行分别裁量，合并给予行政处罚的一

辽宁某生物技术公司委托的非国家强制免疫兽用生

种方式 [1]。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中，当事人违反

物制品，无四川某生物科公司猪圆环病毒 2 型与支

多项法律法规或同一行为违反同一法律法规不同条

原体二联灭活疫苗的经营许可权限。其超出经营许

款的情形时有发生，正确区分当事人是一个违法行

可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兽

为，还是多个违法行为，准确应用合并处罚原则对

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

于防范执法盲区，彻查违法行为，打破监管真空具

针对以上违法行为，执法人员提取了相关证据。
3

有重要意义 [2]。

在本案中，同一个当事人的两个违法行为，

案情分析
该公司超出经营许可范围经营兽用生物制品

按照同一部法规的两个法条进行处理，违反的是同

的行为，违反了《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第

一个法律关系，符合合并处罚的基本条件。在进行

八条第二款“经销商只能经营所代理兽用生物制品

处罚过程中，按照并科的原则，对其没收违法产品，

生产企业生产的兽用生物制品，不得经营未经委托

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施以警告，合并实施不同的处

的其他企业生产的兽用生物制品……”之规定，按

罚措施。

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或者兽用生物制品

4.1

经营企业超出《兽药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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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清适用前提
合并处罚的适用前提是违法主体有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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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法行为，对于单一违法行为则合并处罚不成立。

4.4

灵活应用限制加重

在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界定上，可以是同一行为同

综合并罚和限制加重是合并处罚的罚则适用

时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两个情形，也可以是同时存

要求，其主要落脚点在处罚措施的确定和违法责任

在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两个行为，且两个以上违法

的承担上，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拟定密切相关。在

行为独立存在 。在本案中，违法主体 M 公司的

本案中，考虑到并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等严重后果，

行为既违反了“经营未经委托的其他企业生产的兽

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处罚额度仍需按照本地农业

用生物制品”的规定，又违反了“兽药经营企业购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执行，不宜过高。在执法实

销兽药，应当建立购销记录”的规定，超出许可范

践中，如出现两种违法行为对应不同罚则的情形时，

围与未建立购销记录单独存在，不相依附，且相互

应当在综合考虑不同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基础上，

缺失不会影响违法后果的成立，与合并处罚的适用

综合运用吸收并科和限制加重等多重原则，对当事

前提相一致。

人实施两种及以上的行政处罚措施，即合并处罚，

[6]

4.2

严格把握同一要求

以形成震慑违法行为的强大合力。如当事人同一个

合并处罚在适用过程中要在基于两个违法行

违法行为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而应当给予罚款的行

为的前提下，需共同满足“同一违法主体、同一法

政处罚时，则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应

律关系、同一管辖对象”的基本要求，三者缺一不

用额度高的规定实施处罚。

可 。在本案中仅有 M 公司一个违法主体，且两

4.5

[6]

规范制作相关文书

个违法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调整的法律关

违法行为的合并处罚不仅体现在案情调查、

系。A 市农业农村局对该案件具有管辖管理权，符

法律适用、处罚措施上，且在文书制作上也与单一

合合并处罚的原则要求。但是在“三同一”基本要

处罚的情形略有差异。要高度重视合并处罚案件的

求的适用上，要综合分析，如某行政相对人在不同

案件处理意见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政处罚

地域实施的违法行为，既有违反《兽药管理条例》，

决定书的制作。案件案由和违法行为可以按照合并

又有违反《产品质量法》的情形，则相关部门和不

定性结果进行表述，也可以按照最先发现的违法行

同执法机构均不能依照单一法律规定对违法行为进

为作为案由立案。在案情概述上，应根据调查经过

行合并处罚。

对每种违法行为分别进行梳理，证据单独罗列保存，

4.3

准确掌握吸收并科
违法行为的吸收原则、并科原则是合并处罚

对违反的法律条款和适用的法律规定要分别表述，
对处理意见和处罚决定内容，要按照合并处罚原则

实施过程中的处罚依据，要在全面分析、分别裁量

进行综合叙述。

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违法行为处罚措施。在执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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