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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
火线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

针对疫情发生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滥

食野生动物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 2
月 10日对媒体表示，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扩大法律

调整范围，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

物行为的力度。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增加

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

据了解，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 2016 年

作过一次系统修订。王瑞贺坦言，虽然修改

的法律实施后，野生动物的保护状况有所好

转，但是还存在相关配套没有及时出台、完

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

地方也有动作。

2 月 6 日，四川省林草局对外表示，该局

将提前谋划、研究完善四川陆生野生动物保

护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具体包括着手研究

制定和完善四川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经

营利用、疫源疫病监测等标准体系，推动规范

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行为。

同时，还将争取国家、省级财政加大投入

力度，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能力建

设。并与省司法厅等部门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立法修订调研，认真梳理野生动物保护法律

法规中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条款和薄弱环

节，积极向国家林草局和省人大、省政府提出

意见建议。

执 法

疫情防控期间非法交易野生动物
将顶格处罚

1 月 2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下发文件，要求各地

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野生动物的违规交

易。1 月 26 日，三部门又联合发布关于禁止

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

2月 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

杨红灿对媒体表示，从 1月 21日公告下发到 2
月 6 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经营场所

149.8 万个次，监测电商平台、网站 49.1 万个

次，停业整顿市场及经营户 3700余家，督促下

架、删除、屏蔽信息 7.7万条。联合林草、农业

等部门风控隔离饲养繁育场所 16000余个。

同时也查办了一批案件，诸如 1 月 26 日

重庆市秀山县市场监管局联合森林公安部门

查获一批非法交易的野生动物，包括蛇 55条，

竹鼠 7只等。1月 27日，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市场监管分局根据 12315热线举报，查获了非

法交易的相当于国家二级动物的苏卡达陆龟

和壁虎。1 月 30 日，湖北省潜江市市场监管

局接群众举报，查获非法交易的各类野生动

物 343只等等。

此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曾下发通知，

明确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非法交易，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

罚幅度内顶格处罚。

司 法

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违法犯罪行为

你知道小麂吗？就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刻，居然还有人在捕猎和杀害这种中国

独有的“三有动物”。

据鄂检在线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湖北

省十堰市竹山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作为，提前介

入，快速办理两起疫情防控期间涉嫌非法狩猎

野生动物案，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2月，禁猎期间，犯

罪嫌疑人刘某某，在本村设置铁夹捕猎野生

动物。2月 4日，猎杀小麂一只。2月 5日，被

当地派出所巡查抓获。2 月 6 日以涉嫌非法

狩猎罪被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另一起案件也

发生在禁猎期内，犯罪嫌疑人李莫某使用绳

套捕猎野生动物。2 月 5 日，捕猎小麂一只，

当晚因群众举报，被当地派出所在家查获并

以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2月 8日，竹山县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

人刘某某、李某某批准逮捕。

除了快速办理案件形成震慑，在 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

察机关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

头防控。严惩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

的行为，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

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

域的公益诉讼。

行动迅速如浙江省人民检察院，2月 4日

通报对 10起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挂牌

督办。

此外，公安部也在 1 月 30 日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将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狩猎、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犯罪作为打击重点，

坚决摧毁一批跨区域犯罪团伙。最高人民法

院也明确表态，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

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2月 10日，“两高”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制

定意见，明确依法严惩妨碍疫情防控的包括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在内的十类违法犯罪

行为。

一张保护野生动物的法治之网正越织越

密。

据《中国环境报》

疫情发生以来，立法、执法、司法齐齐发力

织密野生动物保护法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各方面各环节

齐发力，依法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违规交易、严厉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呼声，空前嘹亮。

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
令基层不堪重负

“表格抗疫”。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基

层干部向记者反映，防疫期间一天要填报十

几份表格，这些表格由不同部门下发，内容基

本相同，只是格式、体例稍有差异。

“上级很多部门下发的表格、各级防疫小

组的表格都要填，内容基本相同，就是重复填

写。”广东省清远市一名村支书告诉记者，防疫

工作开展以来，被各类表格弄得焦头烂额，而

且有些表格内容已超出了工作能力范围。例

如，一项针对外来人口的检查项目，要求录入

外来人员咽痛、全身乏力、眼结膜充血等情况，

“村干部量量体温还行，乏力、干咳这些临床症

状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我们怎么懂啊？”

“迎检大战。”“来了一拨又一拨检查的，

就没看到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发下来。”江

苏省泰州市一街道办工作人员反映，这几天

他为了应对上级各类检查忙得团团转，有时

一天要来好几拨。每来一拨，街道、社区就要

安排多人陪同。“这些检查很多都流于形式，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简直是‘迎检大战’。”

鼓劲式会议。一名医生在朋友圈吐槽，

武汉一家医院急诊科主任在一个开会现场愤

然离席，原因是各级领导到医院开了三拨会，

每次都长篇大论读最新文件、政策，为医护人

员加油鼓劲，花去大约 3小时。急诊科主任不

得不带走医生：我们是继续抢救病人还是继

续和你们开会？

作秀留痕。江苏泰州市一名基层干部

说，抗疫工作还在紧急关头，有些干部仍不忘

晒工作照留痕。比如，街道成立临时党支部，

这本是加强抗疫领导工作的需要，但有的领

导热衷的却是组织集中宣誓、拍照，基层不得

不紧急安排场地、横幅、屏幕等。

抽调人员做“表哥”“表姐”
影响工作实效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各种形式主义消耗

了本就紧张的人力、物力，对抗疫工作造成明

显干扰。

在武汉市主城区的一个新冠肺炎防控指

挥部，2 月 9 日凌晨两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

还在填写各种表格。一名工作人员反映，防

疫表格的内容越来越多，各层各级数据统计

量非常大，非常浪费时间。“我们指挥部办公

室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8 个人从早填到

晚，街道的工作人员接到我们电话都哭了。”

湖南省长沙市某社区一共 12 名工作人

员，要服务近万名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每天

要承担防控宣传、辖区巡查、送医协调、消毒、

居民劝导、物资发放等大量工作，人手非常紧

张，还不得不抽出两个人做“表哥”“表姐”，专

门承担数据收集、登记造表、上报信息等任

务。社区主任抱怨：“人手这么紧张，却要花

费很多时间重复填表报资料，这是对基层防

控力量的严重浪费。”

形式主义还影响了防疫工作的实效。江

苏省泰州市一名乡镇干部介绍，上级频频督

查检查，但检查只是到值守点检查人员是否

在岗。乡镇本就人手紧张，还要专门安排人

员值守应对督查，导致人手更加紧张，一些摸

排、巡查、消毒的工作无奈只好草草了事。

形式主义引发防控一线干部和群众的不

满。广东省清远市一村支书说：“大家本来就

精神紧张、劳累，平白还增加了很多无用工

作，累心。”一些社区工作者说，总进行重复调

查，却无法解决物资、医疗等问题，不少市民

已表示不满。

严肃问责
提高治理能力

当前，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整治疫情

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 月 6 日，湖

北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对疫情

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规

依纪依法从重从快查处；黑龙江省纪委监委

要求，坚决纠治疫情防控过分注重填表格、要

数据、报材料，增加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行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

2月 12日通报了 4起在疫情防控中履职不力

典型案例，8名乡镇主职干部因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被问责，其中 2名党委书记被免职。

据福建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省纪检监

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疫情防控工作不力问

题，共查处 100起、处理 170人，其中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12人。通报指出，在查处的问题中，

有的工作不实、失职失责，有的麻痹大意、疏

于管理，有的推诿卸责、履职不力，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少专家提出，重点还要解决防疫工作中

多部门缺乏协调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

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表格抗疫”的

问题，直接原因是指挥协调系统不完整不科

学，各个部门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信息统

筹机制，应明确专门部门收集信息，从机制上

避免各部门、各条线向基层派任务和要表格。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

示，确有必要的数据统计，应归口统一的部门

一次收集，不能多头要数据，增加基层负担。

可通过大数据统计、在线填报等新办法有效

减轻基层负担。他表示，去年以来基层减负

效果明显，但基层治理体系和部分干部的思

想观念仍没有根本性转变，很多人还是习惯

用文山会海、上报数据的方式开展工作。抗

击疫情需要务实的态度，也需要现代化的管

理方式，并运用高科技的手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月 11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提出，要在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协

调下，统筹管理，一定要减少重复报表、重复

报数。不要把基层有没有发文、有没有记录

作为检查督导的标准，要为基层减轻不必要

的负担，使他们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 据新华网

表格任务重如山、聚集动员喊口号、作秀留痕走过场……

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中央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记者调查发现，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消耗了基层干部大

量时间、精力，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引发群众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