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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1 月 6 日对外发布
叶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曳(以下简称 叶办
法曳)袁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遥叶办法曳提到袁
食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
立食盐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袁 落实生产销售全程
记录制度袁 依照食品安
全法的规定如实记录并
保存进货查验尧 出厂检
验尧食盐销售等信息袁保
证食盐质量安全可追
溯遥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
满后 6 个月曰 没有明确
保质期的袁 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两年遥

叶办法曳提出袁食盐的
包装上应当有标签遥 禁
止销售无标签或者标签
不符合法律尧法规尧规章
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
食盐遥 加碘食盐应当有
明显标识并标明碘的含
量遥 未加碘食盐的标签
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
野未加碘冶字样遥

叶办法曳指出袁发生食
盐质量安全事故袁 食盐
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采
取措施袁防止事故扩大袁
按照规定及时报告袁不
得对事故隐瞒尧谎报尧缓
报袁不得隐匿尧伪造尧毁
灭有关证据遥

此外袁发生食盐质量安全事故袁县
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规定报
告袁 并立即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处理袁采取应急救援等措施袁防止或
者减轻社会危害遥 万静

2017 年 5 月 5 日 10 时许袁北京市
公安局昌平分局某派出所民警在某出
租院内发现有种植罂粟的情况袁 发现
后民警立即开展工作遥

经核查袁 发现该出租院内非法种
植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 3484 株遥 经询
问袁种植罂粟的人为李某遥 后民警于当
日 16 时许袁依法将李某传唤到派出所
接受讯问遥

经讯问袁 李某承认其于 2017 年 2
月份左右袁 在昌平区某出租院的蔬菜
大棚内袁种了两个野大烟疙瘩冶里面的
籽袁2 月至 5 月间袁 一直由其浇水施
肥遥 其辩称在种植的时候不知道是什
么植物袁当初之所以种植袁是因为听别
人说该植物能治疗自己所患的腿痛疾
病袁 并且其认为铲除了就应该免于处
罚遥

裁判结果院
一审法院认为袁 被告人李某的行

为已经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袁
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袁 罚金人民币五
千元遥 判决后袁李某不服袁认为自己种
植罂粟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止痛袁 无实
施该罪的主观故意袁不应构成犯罪袁故
上诉至北京一中院遥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袁 李某在
公安机关多次供述的内容基本一致袁
证实其明知系野大烟种子冶仍予以种植
的行为曰李某系文盲袁其历次供述均由
民警向其宣读后由其按手印确认袁且
有讯问录像相佐证曰另外袁根据出警录
像袁 民警出警时证人王某对民警说院
野我和她说过是大烟袁 让她铲了她不
铲冶袁 李某亦认可王某的上述证言袁足
以认定其明知系罂粟仍予以种植的情
况曰李某多次供称其种植野大烟冶的目
的是为治病止痛袁 证明其对所种植的
植物是有认知的袁 在案证据亦足以证
实李某非法种植罂粟三千余株的情
况袁 其行为符合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罪的构成要件袁依法应予惩处遥

据此袁北京一中院裁定驳回上诉袁
维持原判遥

法官提示院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曳规定院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
者其他少量原植物的袁 公安机关可对
种植者进行相关治安处罚遥 根据情形
轻重袁 可判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袁也可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曰情节较
轻的袁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遥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规

定院非法种植罂粟尧大麻等毒品原植物
的袁 一律强制铲除遥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袁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尧拘役或者管
制袁并处罚金院渊一冤种植罂粟五百株以
上不满三千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
量较大的曰渊二冤 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
种植的曰渊三冤抗拒铲除的遥 非法种植罂
粟三千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
量大的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袁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遥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
其他毒品原植物袁 在收获前自动铲除
的袁可以免除处罚遥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是指明
知是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而非法种植
且达到一定数量的行为袁种植行为包
括播种尧施肥尧灌溉等行为袁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的株数应当以实际查获
的数量为准遥 本案被告人李某明知是
罂粟种子仍播种尧浇水等行为已经构
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袁其所种植
植物的成活率尧种植目的等均不影响
此罪的构成遥 此外袁非法种植罂粟在
收获前自动铲除可以免除处罚的规
定袁是指未被公安机关发现而自动铲
除的行为遥

1 月 2 日上午袁 最高人民法院对
外发布 叶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
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曳渊以下简
称叶意见曳冤遥 叶意见曳指出袁全日制在校
生因野校园贷冶纠纷成为被执行人的袁
一般不得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
费措施遥

另外袁 被限制消费的个人因本人
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医尧 丧葬等紧急
情况亟需赴外地袁 可以暂时允许乘飞
机尧高铁遥

严格禁止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尧 执行局
局长孟祥表示袁 针对实践中有的法院
存在的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问题袁叶意
见曳明确袁法院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纠
正实践中出现的超标的查封尧 乱查封
现象袁畅通人民群众反映问题渠道袁对
有关线索实行野一案双查冶袁对不规范
行为依法严肃处理遥

其次袁叶意见曳 规定冻结被执行人
银行账户内存款的袁 应当明确具体数
额袁 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
账户的使用遥

另外袁 如果不动产只有一个产权
证书袁无法进行分割查封袁必要时法院
还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分割登记
和分割查封遥 相关部门无正当理由拒
不协助的袁 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
处罚措施遥

在校生因野校园贷冶成被执行人不
得纳入失信名单

记者注意到袁叶意见曳 还明确了不
采取惩戒措施的几类情形遥 例如袁叶意

见曳指出袁被执行人虽然存在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尧 无正当理由拒
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袁 但人
民法院已经控制其足以清偿债
务的财产或者申请执行人申请
暂不采取惩戒措施的袁 不得对
被执行人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
限制消费措施遥

另外袁 单位是失信被执行
人的袁 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
代表人尧主要负责人尧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尧 实际控
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遥

叶意见曳还明确袁全日制在
校生因野校园贷冶纠纷成为被执
行人的袁 一般不得对其采取纳
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遥

被限制消费人近亲属去世
急赴外地可暂时允许乘飞机尧
高铁

记者注意到袁在叶意见曳第
15 条规定袁 各地法院可以结合
案件实际情况袁 对于决定采取
惩戒措施的被执行人袁 可以给予其一
至三个月的宽限期袁 在宽限期内主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袁 就不
再采取惩戒措施曰未履行的袁再采取遥

孟祥说袁通过这种威慑机制袁一方
面可以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袁 另一
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人
的不利影响遥

另外袁叶意见曳 还规定了几类解除
或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情形遥

比如袁对于实践中存在的袁被限制
消费的个人因为他本人袁 或者其近亲

属罹患重大疾病袁 或者其近亲属去世
等一些情形袁需要紧急赶赴外地的袁出
于人道主义考虑袁 人民法院应当暂时
解除限制其乘坐飞机尧高铁措施遥

但上述应当暂时解除是有条件
的遥 最高法何东宁执行局副局长解释
说袁第一袁必须由被限制消费的人提
出申请遥 第二袁提供有效证据遥 第三袁
要书面承诺遥 对于虚假提供证据或者
违背承诺从事消费的行为袁人民法院
将严肃惩处袁并对其再次申请袁不再
予以准许遥

最高法：

被限制消费人近亲去世急赴外地可暂时允许乘飞机、高铁
阴孙满桃

食
盐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发
布

为治病种植罂粟，是否构成犯罪？
阴戎京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