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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未经检疫合格和指定通道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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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某市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当事人衣某涉嫌未经检疫合格和指定通道向无规定动物疫

病区输入动物。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管理技术规范》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依法给予衣某行政处罚。通过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行政相
对人法律责任认定的讨论，提出严格规范电子出证工作，落实指定通道制度和落地报检制度，加强无疫区的建
设和维护工作，加大无疫区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进一步提升无疫区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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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as found that，by the staff responsible for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the party

concerned，Yi ×，was suspected of importing animals into a speciﬁed animal disease free zone neither under quarantine
nor via designated pathway. Upon investigation，the illegal facts made by the party concerned were true. Accordingly，
Yi × was administratively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Specifications for Specified Animal Disease Free Zones and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imal
Quarantin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acts from the case and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and application of laws，it was proposed to strictly standardize the electronic certiﬁcation
work，implement the systems of designated pathways and inspection application upon arriving，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peciﬁed animal disease free zones，and further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any illegal
cases in the zones，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level for the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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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项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 [1]，执法机关决定对当

案件来源
2021 年 7 月 5 日，A 市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在

事人衣某两个违法行为再次裁量后，在单项罚额中

执法检查中发现养殖户衣某从山东半岛无规定动物

最高单项罚款额以上、两项罚款额之和以下，作出

疫病区（以下称，无疫区）外购进的 369 头生猪，

罚款人民币 10 000 元的行政处罚。

只能提供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

7 月 29 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

合格证明及非洲猪瘟阴性检测报告，不能提供无疫

处罚事先告知书》。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

区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

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8 月 2 日，执法人员向当事

明。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未加盖动物卫生监督

人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在规定

检查站监督专用签章。执法人员根据现场检查情况，

时间内自行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案件予以结案。

经进一步询问调查，当事人衣某供述其 2021 年 6

3

月 6 日，从无疫区外某养殖场购进生猪 369 头，未

3.1 严格检疫程序切实规范动物检疫电子出证工作

向无疫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未经指定通

本案是在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倒查山东省

道进入山东省。当事人涉嫌未经检疫和指定通道向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后查实的一宗案件。当事人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随即按照法定程序立

衣某从无疫区外调入一批生猪，在没有办理输入地

案调查。

即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可通过

2

电子出证平台，打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当事人

实施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供述过程中提供的输出地动物检验

有关思考

违法调运动物及动物产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合格证明复印件，通过山东省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

目前全国动物检疫数据及生猪运输备案车辆

统查实，证明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涉案生猪的数

可通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平台 - 公众查

量与案件相符。执法人员复印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询服务系统”进行查询，出证权限还需进一步统一

并提取了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制作了《现场检查

标准。建议在电子出证平台系统中增加限制条件：

（勘验）笔录》《询问笔录》。

货主从非无疫区向无疫区输入易感动物及动物产品

7 月 6 日，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
定性处罚时存在 2 种观点。

前，需参照《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外引（过境）
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管理规定》的申请材料要求，

观点（1）认为：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向官方兽医提供外引（过境）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

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称《动物防疫法》）第

所需材料，材料上传电子出证系统后方能出证，以

[1]

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当事人衣某从无

增加对输入无疫区易感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流动管

疫区外引入动物，未经检疫合格，未经指定通道进

制，提高无疫区的防疫监管水平，使无疫区发挥好

入，存在 2 个违法行为，对这 2 种违法行为应当分

动物疫病防治的屏障作用 [2]。

别裁量，合并处罚。观点（2）认为：二者均与动

3.2

物检疫存在某种事实上的关联，按牵连违法处理，
依据吸收原则 " 择一从重 " 进行处罚。

严格落实指定通道制度和落地报检制度
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道路运输动物的，应当经省、

经讨论，案件最终采纳了观点（1）。鉴于当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

事人从无疫区外调入生猪后，在自家饲养场主动隔

者过省境。”2021 年 9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

离饲养满 45 d，主观上有减轻违法行为后果产生的

了《关于调整入鲁动物指定通道和动物卫生监督检

情形。依据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第

查站的通告》（以下称《通告》）[3]，遵从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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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制度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和明确。《通告》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本案本着教

定：跨省通过道路运输动物的，必须经指定通道进

育和处罚相结合原则对当事人进行罚款，通过罚款

入（经过）山东省，并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以及

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严格护法，

国家规定的有关材料；到指定通道动物卫生监督检

更好维护无疫区生物安全。

查站报验，接受监督检查和信息登记。经检查合格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相

的，签章放行；检查不合格的，依法进行处理。继

继出台一些重要领域的法律法规，农业执法领域改

续饲养的易感动物到达输入地后，货主应当在 24 h

革也取得重大进展，2014 年取消动物检疫收费，

内向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本案中，

2021 年修订《动物防疫法》对违规调运、屠宰动物，

衣某从非无疫区调运的 369 头生猪，未按照《动物

未经检疫运输动物等违法行为都加大了处罚力度，

防疫法》《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技术规范》及《动

但是部分地区未经检疫运输动物的违法行为不降反

物检疫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指定入境和出境通道、

升，反映了养殖行业从人员守法经营意识不强、法

规定时间、路线运输进入无疫区，未在指定隔离场，

律法规宣传工作有待加强的问题，也揭示了基层检

按规定进行为期 45 d 的隔离检疫，对无疫区内的

疫工作目前存在的经费不足等难题。

动物养殖业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社会危害性较大。
建议监管部门定时查看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
统，对跨无疫区调运动物及动物产品及时调度，加
强监管，严格落实生猪产地检疫和落地报告监管。
对入过境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输车辆进行实时监督检

建议有关监管部门在加强无疫区硬件建设的
同时，重视法律法规宣传和普及工作，使相关从业
人员及时了解最新防疫政策及法律法规，落实养殖
场户主体责任，努力构建养殖场户主动参与、社会
公众普遍关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饲养、运输动物

查，避免违法违规调运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入无疫区，

及动物产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旦发现违规调运动物，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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