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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执法中的证据能力及证据转换
*

黄 硕

［摘 要］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证据的转换中，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执法中取得的证据，只有符合

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执法的特别程序规定以及行政诉讼法对证据能力的要求，才具备实现

“两法衔接”证据转换的基本前提。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既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保证各种形式的证据符合

刑事诉讼的合法性要求，又要尽可能广泛收集和移送包括鉴定意见、现场笔录、证人证言等各种类型

的证据。在刑事司法资源稀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可能介入每件行政执法案件的前提下，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应着手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公务协作机制和“两法衔接”的信息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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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通常兼具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①，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

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规范之间的衔接协调问题，在该领域尤为重要。《食品安全法》在
2015 年修订时，新增规定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细化

了关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案件移送和公务协作机制的规定②，这为我国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监管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 “两法衔接”机制，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不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订后的 《食品安全法》要得以深入贯彻实
施，还需要配套机制的建立和落实。而以往的行政执法实践表明，在 “两法衔接”中，最突出

的一个问题是: 行政执法证据能否转化、以及如何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这种证据转换的前提是
该行政执法证据具有刑事司法意义上的证据能力。

本文尝试在探讨食品安全执法中的证据能力的基础上，进而研究为保障证据合法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应如何做好证据调查、固定工作，从而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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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法街接”中的证据问题

在《食品安全法》修订以前，在有些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中调查取证不规

范、不合法，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公务协作机制缺失，甚至存在 “罚过放行、以罚代刑”等现象，

从而姑息纵容了食品安全犯罪，人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食品安全法》修订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案件移送和公务协作机制得以完

善，新法亦赋予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更有力的调查取证权③。不过，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就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年的执法情况报告看，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方面还存在取证

难、入罪难、追诉难等问题，有些情况下监管部门对食品犯罪缺乏查处手段。④国务院 2017 年发
布的《“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提出 “两法衔接”要建立证据互认、证据转换、法律适
用、涉案食品检验认定与处置等协作配合机制。而随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与各地的区域法治
建设互动的客观需要逐渐加强，⑤近两年，全国多个省市把加强“两法衔接”，建立证据互认、证
据转换等协作机制，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通报机制，解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中鉴定

经费、检验结论出具、涉案产品处置等问题，纳入了当地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⑥此外，最高人

民检察院在 2015 年通报的 11 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中，有 4 起是关于“两法衔接”机
制建立健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⑦

在这种执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应当探讨食品监管领域中行政执法证据和刑事司

法中证据的法律性质异同，论述两种证据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行政执法证据和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差异

( 一) 证据能力的概念

证据的含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曾存在 “材料说”和 “事实说”的争议。⑧1979 年制定
《刑事诉讼法》及 1996 年修订后的该法采 “事实说”。⑨ 《刑事诉讼法》在 2012 年修订时，终于

改采“材料说”，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⑩至于 2012 年 8 月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和 2014 年 11 月修订的 《行政诉讼法》，从其表述来看，可以认为 “材料说”已
是我国三大诉讼法中证据定义的通说。瑏瑡故本文中证据定义亦采“材料说”。

在此定义的基础上，证据要最终被认定为定案根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我
国传统的刑事证据理论认为，证明力的大小反映了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自然属性;

而证据能力，又称“证明资格”，是指法律对证据能否成为定案根据在资格上的限制，证据能力

的有无反映了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法律属性。瑏瑢尽管我国新近的理论尝试突破证明力、证据
能力跟证据“三属性”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认为证据能力也应当包括对证据关联性的部分要

求，瑏瑣不过笔者认为，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应具有合法性、非法证据应被排除，仍是证据能力的核

心内涵。本文探讨食品安全执法中的证据能力，亦是聚焦于证据合法性问题。
( 二) 行政执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要求

法律对行政执法中的证据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行政程序的立法中。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诉

讼的主要类型———撤销诉讼，其程序主要是一种复审程序，亦即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是对法律的

第一次适用，而行政诉讼在审查该行为合法性的过程中是对法律的第二次适用，是对行政行为复

审，瑏瑤因此，行政诉讼的事实认定以行政程序中的调查取证为基础，行政诉讼法中对证据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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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及于行政程序，特别是行政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由于法律所保障的利益的重大程度不同，以及法律实施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性不同，在法律适

用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和刑事司法法官对证据所采用的证据能力要求是不同的。通常，行政执

法要求的证据能力“门槛”较低瑏瑥，有利于行政机关面对庞杂的行政事务时能高效执法和快捷实

现公共利益; 而刑事司法在证据能力上要求严格，是鉴于刑事制裁可能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
权造成重大侵害，须谨慎地保障公民的权利。

( 三) 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要求

关于证据合法性应具有哪些要求，总结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论述，大致包括证据形式合

法、证据收集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操作规程、取证手段合法、提供或收集证据的主体合法、证据
内容合法、法庭调查程序合法等 6 方面。瑏瑦近年来，学者们从刑事司法证据资源稀缺性的角度，

注意到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证据能力问题上，通常采用否定式立法，即 “只是对那些法政策上
绝对不能容忍、技术上绝对不可信赖的不适格证据进行明确的列举”。瑏瑧这就是刑事司法中的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主要集中在取证手段合法方面。与证据合法性存在瑕疵而可补正的其
他方面相比，取证手段的违法，特别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严重侵犯了公民 ( 犯罪嫌疑人)

的基本权利，在法律效果上构成绝对排除，不可补正。瑏瑨

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确定证据的法定程序

鉴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对证据能力的要求存在差异，在行政执法的程序中，证据合法是行

政行为合法的必要条件，也是当被执法对象涉嫌构成犯罪时，作为追究犯罪的合法证据的必要但

非充分条件。亦即，如果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尚且不具备行政程序所要求的证据能力，则必然不

能转换成刑事司法的证据，从而不能实现“两法衔接”。目前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实践中，据统

计，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数量少，造成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分子比

例不高，是导致我国多年来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惩治偏软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
“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查办的特殊性在于发现案件的主体力量是食药监管部门而非公安机关”，瑏瑩足

见食品安全执法的调查取证对于后续可能产生的刑事司法证据转换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食品安全执法，是行政执法的一个领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调查取证的程序，不仅要符合一

般行政法中的正当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而且根据 “特殊法优于
一般法”的原则，还要符合食品安全规制领域的部门行政法，例如 《食品安全法》、《食品药品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此外，《行政诉讼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诉讼法对证据能力的限制性要求，亦应遵守。

( 一) 行政处罚调查取证的一般程序规制

从比较行政法的角度，法治完善的国家 ( 地区) ，通常通过《行政程序法》规定统一的行政
执法证据制度。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总则第六节规定 “调查事实及证据”，第

二章“行政处分” ( 相当于我国大陆 “行政行为”的概念) 第二节规定了陈述意见及听证的情

形和程序。我国大陆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执法证据制度散见于 《行政处罚法》、《行
政强制法》等立法当中，系统性不强，确实不利于执法中收集合乎标准的证据。

就现行立法，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角度检视行政处罚的程序，笔者将行政处罚的一般规则

概括为两个。违反这两个规则调查取证的，将导致执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自始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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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首先查明违法事实才能给予行政处罚，未经调查取证而做出的处罚决定是违法的

行政行为。这是一种行政程序中的证据制度，并发展成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构成对被告行政

机关收集证据的限制。据考证，该制度源于美国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这一原则的初衷是要求行政

决定的作出者必须先取证、后裁决，从时间上要求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证据须是立案前调查或者

检查过程中依法取得的证据，而不能恣意妄为，更不能先裁决、后补充取证以作粉饰。瑐瑠

第二，做出处罚决定前必须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包括了解权、陈述和申辩权、申请听证
权等，不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即该行政行为无效。这一规则，要求调查取证中须尊重当事人的参与

权，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行政机关与当事人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发掘事实真相，瑐瑡避免行政机关

在调查取证中一意孤行、偏听则暗。
( 二) 食品安全执法的特别程序规制

从证据能力的要求看，现行立法关于食品安全执法的特别程序，值得重点讨论的问题有:

1． 调查取证主体的合法性要求
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分析，对食品生产经营的日常监督检查中，如果发现了行政相对人的违

法情况，那么这一检查行为即构成了后续行政处罚行为的调查取证阶段，此时不应把监督检查认

定为单纯的事实行为。食品安全执法人员，依法应具备相应执法资质，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由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随机选派，且应当当场出示有效执法证件。瑐瑢在有些省份、以及有些食品安全执法
领域，已推行监督处罚职能与技术检验检测职能相对分开的体制改革。例如在农产品监督检查
中，除了快速检测的情形外，原则上抽样机构和检测机构应分离，抽样工作由当地农业主管部门

或其执法机构负责，检测工作由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负责。瑐瑣

2． 证据表现形式的合法性要求
形式合法性要求，包括证据形式合法、相关笔录的记录和签名合法、证据保全合法等。

在证据形式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所取得的证据包括 《行政诉讼法》第 33 条和 《食品药品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22 条所列举的证据形式，以及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其它证据形

式。《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22 条的表述为“证据包括……等”，应当理解为包括但不

限于所列举的证据形式。瑐瑤

在笔录制作上，根据《行政处罚法》，执法人员询问和检查应当制作笔录。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对检查 ( 调查) 记录、抽样记录的格式有具体要求的，应从其规定。瑐瑥此外，《食品药品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第 23 条对调取原件、原物确有困难时应如何书面注明有特别规定。

在证据保全的程序上，《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25 条、第 26 条对 《行政处罚法》

中的先行登记保存程序，结合不同情形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包括返还、送检、没收、查封扣押、

解除保存措施等。
3． 取证手段的合法性要求———强制手段合法性问题
在学理上，行政调查中的强制是行政强制的一种，是行政机关调查取证的法定的手段保障措

施。不过由于强制措施的使用会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以至人身权造成较严重的侵害，因此，行

政调查中的强制的实施，须符合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须符合比例原则。瑐瑦在食品安
全执法领域中，由于安全风险隐蔽、基层监管力量薄弱、设备设施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执法的

调查取证难、部分地区稽查手段原始落后，瑐瑧如何处理好强化调查手段保障措施和防止粗暴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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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立法课题。

目前，《食品安全法》及相关规章将《行政强制法》第 9 条设定的查封、扣押及其他行政强
制措施细化为若干种，包括现场检查、抽样检验、查阅复制资料、查封扣押产品和工具设备、查
封场所、向相关人员调查了解、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瑐瑨执法人员采取上述法定强制措施以
外的手段获得证据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此外，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时，除了须符合 《行
政强制法》的相关程序外，还应符合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特定程序，例如对容易腐

烂、变质的物品的先行处理; 填写检验 ( 检测、检疫、鉴定) 告知书等。瑐瑩

4． 取证方式的合法性———快速检测方法的法律效力问题
以快速检测方法进行调查取证，对于强化基层监管能力、提升执法技术水平，具有很大意

义。然而，在《食品安全法》于 2015 年修订以前，对于当时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
的法律性质瑑瑠，有学者认为，快速检测方法只是传统检测方法的一种辅助手段，从行政法的角度

分析，它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内部行为，不应对外发生效力，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 同时基于

其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不能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瑑瑡这一论断当时是确切的。

近几年来，食品监管领域的快速检测技术得到提升和普及，例如在广东，调研显示，截至

2016 年年底，全省 119 个县 ( 市、区)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及设立的 877 个乡镇 ( 街道) 派出机

构基本均已配备食品快检设备，建立了快检室，可开展快检工作，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及顺德
区 1146 个农贸市场已全面启动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基层快检系统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

2015 年《食品安全法》新增了关于快速检测方法的规定。瑑瑢

笔者认为，新规定借鉴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分类认定思维瑑瑣，可分三种情形把握快速检测所取

得证据的性质: 为保障相对人权利，只要相对人对快速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复检，快速

检测结果一律不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最终根据; 如果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快速检测结果没有异议

的，对于快速检测技术不成熟稳定、检测结果或然性高、只能表明食品可能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情
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职权检验，不可直接以快速检测结果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对于快速

检测技术成熟稳定、检测结果确定性高、足以认定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形，可以作为行政处

罚的依据。从而，在最后一种情形下，快速检测方法取得的证据直接具有证据能力。
( 三) 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执法证据能力的要求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不能直接拘束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但 《行政诉讼法》第 1 条规
定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在执法中的调查取证行为如果不

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要求，该机关一旦被起诉，将由于其执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其行政行为因
主要证据不足而被撤销，从而面临败诉风险。因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中亦须符合行

政诉讼法的要求调查取证。

关于证据能力，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 43 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
笔录、域外证据、外语证据和涉密证据等各种证据的提供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55 条是证据合法性的一般规定，第

57 条至第 61 条的规定涉及因证据合法性问题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形，可概括为严重违反法

定程序、偷拍偷录窃听等 7 种情形。瑑瑤上述这 7 种违法取证的情形，因为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实

体性或程序性权利，最终影响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因此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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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证据转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程序中确定的证据，在上述三方面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合法性的，

是“两法衔接”、证据转换得以实现的前提。但刑事司法有其自身的严格的证据制度，合法的行

政执法证据要在刑事司法中得以采用，尚需按照证据类型的不同，经过特定的审查机制才可实现

证据转换。
( 一) 证据转换的必要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 2012 年修订前，未规定证据转换制度。行政执法证据到了刑事诉讼
程序中，检察院或者法院以取证主体不合法为由不予采用，并要求刑侦人员重新调查取证。这种
制度导致的问题是，在食品安全执法中，由于作为犯罪对象的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具
有容易腐败的物理性质，或者由于生产这些食品的犯罪现场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重复性，刑侦人员

无法重复调查取证，从而无法有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从原理上讲，有的危害行为的性质单一，一旦为之，即构成犯罪，例如杀人、抢劫等自然犯
罪。而类似于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依程度不同，可能构成一般违法或犯罪。对此，原则上采取

“先行政后司法”的处理方式，由行政执法机关先行介入、进行处罚，如果仍达不到防患未然的

效果，或者发现行为的危害后果已足够严重，再由刑事司法机关介入处以刑罚。这种 “先行政
后司法”的制裁方法，采取渐进性的处罚手段，符合比例原则，而且在高度专业行政领域内，

体现了对行政机关先行确认权的尊重。瑑瑥

( 二) 证据转换的范围

2012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
物证、书证、资料、电子视听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随后制定的

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对证据转换的类型和程序作了具体规定。瑑瑦

虽然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转换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就证据转换的范围在理论界和

实务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第二款 “等”的含义。

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严格限定“两法衔接”中可以直接使用的证据范围，

对“等”字应理解为列举性质的 “等内等”，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4 种。瑑瑧第
二种观点则认为，“等”应当作列举未尽的 “等外等”来理解，“两法衔接”中可以进行证据转
换的范围还可包括明文规定 4 种证据以外的其它的证据类型，瑑瑨新修订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 ( 试行)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采用的是这种思路，2015 年 《食品药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把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证据转换范围扩展到检验报告、鉴
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抽样检验检测结果。瑑瑩主张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多数认为 “两法
衔接”中可以进行转换的证据虽然已突破实物证据的范围，但言语证据等类型要直接进入刑事

诉讼中，必须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不可泛滥。瑒瑠

由于言词证据、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等类型的证据应否纳入证据转换的范围仍存在学理上的
争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转换范围的解释又不尽相同，因此，“两
法衔接”实践中存在证据转换规则被滥用、转换审查机制被规避等乱象。

( 三)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证据转换规则

从证据能力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证据转换程序可从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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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握:

其一，《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瑒瑡对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定了限制性条件，无论

哪种证据类型，只要不具备合法性，必须被排除作为定案根据，这是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底线

要求。
根据证据类型不同，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从两方面予以认定: 对于言词证据，采用刑讯逼

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
害人陈述，属于“典型的非法取证行为”，以及没有在法定羁押场所进行讯问所获取的被告人供

述、未依法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像所获取的被告人供述，有学者称之为 “拟制的强迫取证行
为”瑒瑢，对这两种非法的强迫取证行为，法院应当予以排除，亦即绝对不具有证据能力; 对于实

物证据，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属于相对不具有证据能

力，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其二，刑事诉讼中证据能力的确定，是法定主义与法官裁量主义的结合，瑒瑣在对 《刑事诉讼

法》第 52 条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存在规则冲突时，法官作为 “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在法定

范围内对规则具有选择适用权。何况，《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这

些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但能否最终作为

定案根据，仍要法院最终审判判断，瑒瑤这也体现了法院的裁量权。
鉴于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既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保证各种形式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的证据能

力要求，又要尽可能广泛收集和移送包括鉴定意见、现场笔录、证人证言等各种类型的证据。尤
其是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证据形式，属于规章所认可的可以转换的证据形式，而且

鉴于在危害食品安全领域中犯罪对象、犯罪情境的物理特性，这些证据可能具有不可重新收集

性，因此执法人员应保障这些证据收集和固定的程序的正当性。
这里强调“可能的条件”，是针对有一些人提出，在“两法衔接”中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

罚等行政行为中可以按照刑事司法的标准调查取证; 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刑事诉讼
证据的取得，与行政证据的取证相比，本来国家就动用了更为大量的司法资源，刑事诉讼证据难

免具有稀缺性。若要在行政执法中“杀鸡用牛刀”，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对行政执法人员提

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也可能影响行政效率。这里同时强调 “尽可能广泛收集”，是指当法官对

《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采取严格解释时，言词证据等类型的证据即使具有行政程序意义上的证

据能力，也不能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但仍能构成定罪的证据线索，能跟定案的其他证据形

成相互印证的关系; 另一方面，量刑证据偏少、亟需强化量刑信息收集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
题，瑒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检察院等多部门协作无疑是破解这种困境的重要途径。

目前立法上，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涉及的罪名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相关规定，瑒瑦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据转换问题上，法律对证据能力的要求可以概括为: 实施行政执法的主体

与程序合法; 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发生; 对易腐烂、变质等不宜或者不易保管的涉案物品按
照法定程序做好证据保存工作，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涉案物品应当由法定检验、鉴定机构出
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五、结论: 加强公务协作和信息共享，确保执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领域，违法和犯罪的认定标准和待证事实存在差异，因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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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的主体、程序、内容不同，从而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对证据能力的要求也存在程度上的不

同。在两种证据的转换中，行政执法证据合法性是刑事司法证据合法性的 “入口”。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在行政程序中调查取证的方式、手段是否合法，是公检法机关审查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

否具有可采性的重要内容，其中若存在合法性瑕疵只能依法补正、不能在转换过程中非法 “漂
白”。同时，某些类型的证据，例如言词证据，由于其证明力与重新调取可能性等属性，即使具

备行政执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也不能直接转换为刑事司法的证据，根据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行政解释的要求，这类证据原则上要重新调取，方具有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能力。

综上所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 4 种
类型的证据，只要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程序要求收集调取的，基本上即具备证据转换的充分条件;

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证据，在刑事司法资源稀缺、不可能事无大小介入每件行政执法案件的前提
下，笔者以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着手完善下列工作机制:

第一，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包括食品安全的个案风险的评价标准。在执法中遇到违
法程度严重、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能及时作出风险评估并通知公安机关介入侦查。由于在
食品安全领域中的调查取证通常属于依托科技能力的执法行为瑒瑧，而处罚职能与检验检测职能相

对分开也是一种体制改革趋势，因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的取证上，加强与科

研机构的合作也十分重要。

第二，完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公务协作机制，发现明显涉嫌犯

罪的线索的，应立即通报公安机关。从 “两法衔接”的成功案例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提
前介入和指导调查取证，是得以有效打击犯罪、依法定罪量刑的关键。瑒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
前介入到言词证据、现场笔录、勘验笔录等证据的收集过程，能确保此类证据获得刑事司法意义

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从“两法衔接”的体制改革探索经验看，有的地方已实现警察进驻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联合办公，并在省一级由公安厅、食药监管部门成立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违法
犯罪领导小组及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联合执法办公室，负责会商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

罪工作。瑒瑩

第三，加强“两法衔接”的信息平台建设，建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和法院的信息共享机制。在信息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应充分运用大数据先

进理念、技术和资源，通过建立市场监管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得以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早发现涉嫌犯罪的线索，从而及时介入到

证据收集调取工作中。瑓瑠

①参见赵秉志、张伟珂: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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