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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实验动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种类和幅度 其它处理措施 

 
 
 
 
 
 
 

1 

未取得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或者许可证已

过期，擅自从事实验动物

生产或者使用的。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十二条规定，

未取得实验动物的生产、使用许可证或

者许可证已过期，擅自从事实验动物生

产或者使用的，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实验动物的生产、使用许
可证过期3个月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一万元的罚款。 

无。 

实验动物的生产、使用许
可证过期3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的（不含3个月）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不含一万元

、二万元）。 

无 。 

实验动物的生产、使用许
可证已过期6个月以上的
（不含6个月）。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二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含三万元）。 

无。 

未取得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元的罚款。 

无。 

2 

实验动物的饲育室和实验

室不分开设立的；对不同

品种、品系、等级和不同

实验目的的实验动物不分

开饲养的；将不同品种、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暂扣实验

动物的生产、使用许可证，并处二千元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3个月以下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并处二千元的罚款

。 

无。 



 - 2 -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种类和幅度 其它处理措施 

品系和等级的实验动物混

装运输的；检测过程和检

测数据的记录不完整、不

准确的；销售不合格的实

验动物或者使用不合格的

动物实验场所的，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实验动物的饲育室和实验室不分

开设立的； 

（二）对不同品种、品系、等级和不同

实验目的的实验动物不分开饲养的； 

（三）将不同品种、品系和等级的实验

动物混装运输的； 

（四）检测过程和检测数据的记录不完

整、不准确的； 

（五）销售不合格的实验动物或者使

用不合格的动物实验场所的。”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

（不含3个月、6个月）的

。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并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含二千元、一万

元）。 

无。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6个月以上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并处一万元的罚款

。 

无。 

3 
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

费市场的。 

《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将使用

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费市场的，

由 省 人 民 政 府 科 学 技 术 主 管 部 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或者逾期不改的，吊销实验动

物的生产、使用许可证。” 

使用后的实验动物（用于开

展病原体感染、化学染毒、

放射性、基因工程研究的实

验动物除外）流入消费市场

，未导致生物安全事故的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不含二

万元）。 

责令改正。 

用于开展病原体感染、化学

染毒、放射性、基因工程研

究的实验动物流入消费市场

，未导致生物安全事 故 的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二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不含三

万元）。 

责令改正。 

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

费市场，导致生物安全事故 

的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三万元的罚款，吊

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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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种类和幅度 其它处理措施 

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费

市场，经责令改正，逾期

不改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无。 

4 

转借、转让、出租或者超

许可范围使用实验动物的

生产、使用许可证的。 

 

1.《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

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规定的，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

可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暂

扣或者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使用许

可证。” 

2.《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不得转借、转让、出

租或者超许可范围使用”。 

 

转借、转让、出租或者超许

可范围使用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的，尚未导

致生物安全事故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无。 

转借、转让、出租或者超许

可范围使用实验动物生产、

使用许可证的，并导致生物

安全事故或受处罚后再次

实施违法行为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无。 

5 

实验动物发生传染性疾病时

，未及时采取隔离、预防控

制措施的；未报告当地畜牧

兽医主管部门、动物防疫监

督机构的；当发生人畜共患

病时，未立即报告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的；发生重大

动物疫情，未按照国家规定

立即启动突发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预案的。 

1.《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

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六条、第四十条规定的，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可由省人民

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实

验动物的生产、使用许可证。” 

2.《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

二十二条：“实验动物发生传染性

疾病时，从事实验动物生产、使用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采取隔离、

有此项违法行为，但未导致

动物疫情扩散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

产、使用许可证。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公安机关

等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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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种类和幅度 其它处理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同时报告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当发生人畜

共患病时，还应当立即报告当地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生重大动物疫

情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立即启动

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有此项违法行为，并导致动

物疫情扩散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公安机关

等部门处理。 

6 

在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实验动物 

尸体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其

中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

，未按照国家规定交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的：对

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废气等，未进 

行处理或未处理达到有关标

准后排放的。 

1.《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条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并可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2.《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三

条：“在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

废弃物和实验动物尸体应当经无害化处理

，其中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应当按 国

家规定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对

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气等，应当进行处理，达到有关标准 后

排放。” 

在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废弃物和实验动物尸体

（不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的废弃物或实验动物尸体）未

经无害化处理的；或者对实验

动物生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废气等，未进行处理或

未处理达到有关标准后排放的

。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卫生健康、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

机关等部门处理。 

在实验动物生产、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废弃物和实验动物尸体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未

按照国家规定交由具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处理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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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种类和幅度 其它处理措施 

7 

开展病原体感染、化学染 

毒和放射性的动物实验，未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

准对实验室生物安全及放射

卫生防护及环境保护的要求

的。 

1.《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条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并可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2.《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开展病原体感染、化学染毒和放射性的

动物实验，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

准对实验室生物安全、放射卫生防护及环境

保护的要求，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有此项违法行为，但未导致安

全事故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卫生健康、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

机关等部门处理。 

有此项违法行为，并导致安全

事故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移交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卫生健康、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

机关等部门处理。 

8 

从事实验动物基因工程研究

，未符合国家对基因工程安

全管理要求的。 

1.《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条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并可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2.《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从事实验动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应当符

合国家对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要求。“ 

有此项违法行为，但未造成人

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险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进

行其他处理，或移交地

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等部门处理。 

有此项违法行为，并造成人体

健康和生态环境危险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进

行其他处理，或移交地

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等部门处理。 

9 

从事实验动物生产、使用的 

单位和个人未接受并配合依 

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测的。 

1.《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条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并可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从事实验动物生产、使用的单

位和个人未接受并配合依法进

行的监督和检测1次的。 

暂扣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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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种类和幅度 其它处理措施 

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   

2.《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从事实验动物生产、使用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接受并配合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测

。” 

从事实验动物生产、使用的单

位和个人未接受并配合依法进

行的监督和检测1次以上的。 

吊销实验动物的生产、

使用许可证。 
无。 

备注∶ 
其他处理措施中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相关文件依据如下。 

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 

的违法行为序号 

 
法律、法规、规章等 

 
有关部门 

 

6、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病死动物无害
化处理技术规范》等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6、7、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广东省放

射性废物管理办法》等 

 
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6、7、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