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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犯法还是任性执法？
——出租房内
“搭伙做饭”
被罚 15万调查
近日在南京，一家公司员工因在出
租房内“搭伙做饭”，被执法部门以“未
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行为”为由下达
15万多元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引
起社会热议。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公
司主体此前曾被投诉在居民楼办食堂，
并被执法部门检查整改。
是浑然不知还是知法犯法？
近日，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员 工 范 明（化 名）向 媒 体 爆 料 反 映 ，
2017年 5月，他和同事被派到南京为
公司一项工程做前期筹备工作，为了节
省开支，他们决定通过 AA制的方式在
南京建邺区一小区出租房内搭伙做
饭。因同事张师傅厨艺不错，范明便与
同事商量把钱交给张师傅，由他负责买
菜做饭。
2017年 10月 30日，南京市建邺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称范明等人
在小区无证开办食堂，并于 2天后上门
监督检查，认定范明等人搭伙做饭属于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行为”，并在
12月 21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范明表示，对这个处罚不太能理
解，张师傅属于帮忙，并不收取费用，张
师傅做的饭菜一没出售二没盈利，怎么
就成了食品经营行为？
针对此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建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回应称，执法人
员发现该处住宅为中建七局安装公司
栖霞项目部承租，用于项目部员工就
餐，在现场有厨师专为员工提供用餐服
务，该厨师现场也未能提供当年有效健
康证明，同时现场还发现了员工用餐的
菜谱、消毒柜、碗筷等餐具。此外，公开
回应还附有盖着中建七局安装公司公
章的“情况说明”，表明公司承认该出租
屋
“作为我单位的员工食堂”
。
记者从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早在 2016年 11月，建邺区一居民
投诉其所在小区有人把民用房改造为
商用食堂，
“ 人 流 量 大 、油 烟 气 味 扰
民”。执法人员次日上门检查的笔录显

示，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在从
事食品经营活动”，而被检查对象主体
为中建七局。此次检查的《督查意见
书》提出“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的督查意见。
“2016年那次执法人
员上门检查后，他们停办了，我们也就
没有罚他们。”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张虹说。
是胁迫诱供还是正常取证？
范明告诉记者，2016年 11月 1日
第一次执法检查时，执法人员让照着模
板写一个承认是办食堂的情况说明，但
最初写的是员工们一起凑钱搭伙吃
饭。
“ 但对方声称，若是这样写，马上处
罚你，
‘你按照我们要求来，我们就是走
个流程，我们也不会真的处罚你’，这难
道不属于胁迫诱导？”
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
永福表示，现场执法都要求两人或以
上，作出行政处罚也有全面证据链，不
存在胁迫诱导，如果不是食堂，执法人
员也没有必要将其定性为食堂。
“ 处罚
和我们工作没有任何挂钩，罚款都是上

缴国库，和执法人员没有关系。”
为何要公司写上述情况说明？陈
永福告诉记者，是因为他们不肯提供进
货发票和账本，才让他们提供情况说明
书。情况说明书是公司单位提供的，单
位提供的说明具有法律效力。
记者就涉事员工与中建七局公司
之间关系以及公司此前如何解决员工
食宿等问题联系到中建七局栖霞项目
办公室主任刘女士，她称公司“正在调
查核实中，会尽快回复”，但截至发稿时
对方仍未做出回应。
记者在这份情况说明书中看到，中
建七局安装公司除了承认出租房“作为
我单位的员工食堂”、为员工提供三餐
服务之外，还说明每天餐费约１２０
元，实际供餐时间为 118天，总金额约
为 14160元。
由于现场餐厨设备的货值是一万
四千多元，超过了一万元的额定界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罚款。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讨论认为当事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
后果，拟按照最低处罚金额对中建七局
安装公司作出罚没 155760元的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被处罚主体可申请公开听证
张虹告诉记者，下发的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是针对公司而不是个人，且不
是最终处罚，公司可申请公开听证进行
申诉。记者了解到，中建七局安装公司
已于１２月 25日申请了公开听证，目
前听证日期还未确定。
范明称，在接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后，他先后去建邺区信访局、南京市
食药监局等部门反映问题，并通过电话
和网络渠道投诉，但均未得到解决。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认
为，处罚听证告知书允许当事人陈述申
辩，由于当事人选择向媒体反映，这可
能会让社会舆论的意见在听证会上得
到反映。通过公开听证会，执法部门和
申诉人可将各自收集的证据拿出来自
证和辩论，
“ 这件事被舆论关注是个好
事情，公开听证会给双方一个平衡的机
会。”
张虹说，如对处罚听证告知书有异
议，听证时可把证据拿出来，
“谁主张谁
举证，执法程序要求严谨，如果能举证，
我们坚决把事情调查清楚。”
江苏泰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集体聚餐尤其是建
筑工地聚餐是食品安全事故多发原因
之一，执法人员履职不力会被追责。行
政处罚必须要有证据链，不是简单一个
情况说明书就可以定性的，建邺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能作出上述处罚，应该是有
客观存在的违法事实作为根据的。
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
师周建表示，执法不能有主观偏见，还
是要最大程度还原客观事实，但无论如
何要责罚相当，最终结果还是要合理
的。就此案例来说，罚款的前提是公司
要有违法所得，员工个人与公司是什么
关系很重要，这也是认定情况说明本身
是否真实的关键。
据新华社报道

河北百年品牌
“河间驴肉火烧”
整顿中或迎新生
有着百年发展历史、被列入河北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河间驴肉火
烧”近期因“河间假驴肉”事件备受关
注。河间驴肉火烧产业内部大整顿已
经开始，这一百年品牌正在整顿中迎接
新生。
人气颇高 地方名片
因外表酥脆、肉馅松软、营养价值
较高，口味符合现代人需求，且制作简
单、便捷，近几年，
“河间驴肉火烧”在全
国知名度不断扩大，各地河间驴肉火烧
店数量也不断增多。
2012年 1月，河间市驴肉火烧制
作技艺被列入河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河间也被称为“驴肉
火烧之乡”。
河间 44岁居民李宝江说，他从小
吃着驴肉火烧长大，如今“隔两三天就
必须吃一次，不吃就馋得慌”。外地朋
友来，请他们吃河间驴肉火烧已经成为

他的待客之道。河间当地哪几家“驴
火”味道好，
他早已烂熟于心。
在山东省滨州市，28岁的巴长福
经营着一家“河间驴肉火烧”店。一年
前，他专门到培训学校学习河间驴肉火
烧制作工艺。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后，他
开始从河间市一家驴肉加工制作厂进
货，开店经营。
“ 当地人确实认‘河间驴
肉火烧’这个牌子”
，巴长福说。
方饼凉肉 特色显著
与保定驴肉火烧的“圆饼热肉”不
同，河间驴肉火烧选用“方饼凉肉”。将
死面面团擀制成略长的方形火烧，在火
炉表面烙至八分熟后，放入炉内烤制成
熟，再夹上晾凉的驴肉，一个河间驴肉
火烧就此制作完成。
据河间市驴肉火烧产业协会会长
张海涛介绍，驴肉本身有一种清香的味
道。把煮熟的驴肉晾凉，更能凸显驴肉
本身的特色，在市场上更容易被人接

受。目前当地生驴肉价格为每斤 30至
示，黑作坊是害群之马，将坚决打
40元人民币，熟驴肉的价格在每斤 55 击，“河间驴肉的百年牌子不能被黑作
元左右。
坊毁了”。
清洗、分割、煮制、晾制、检验、真空
据河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
包装、内部检测合格，获得生产许可的
局长冯胜利介绍，目前该市登记在册的
驴肉加工企业需经过以上步骤才能将
肉制品加工企业共有 17家，加工作坊
驴肉对外销售。在生产过程中，加工企
38家。
业还需随时接受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
河间市驴肉火烧产业协会会长张
理部门的日常抽检。
海涛表示，驴肉火烧产业内部整顿也正
河间市位于河北省东部，是沧州市
在进行中，此次事件曝光长期来看对
下 辖 县 级 市 ，距 北 京 189公 里 、天 津 “河间驴肉火烧”
品牌是有好处的。
183公里、石家庄 176公里。该地加工
“驴肉火烧有其先天优势和先天魅
后的驴肉多发往以上三地，河南、山东
力”，张海涛说，
“河间驴肉火烧”品牌并
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均有销售。
不是某个企业做的很大，而是自然形成
全面排查 逐劣推优
的市场，此类产品难能可贵。
“河间驴肉
“河间假驴肉”事件被曝光之后， 火烧”正在成长阶段，如果在发现问题
河间市政府已发起专项整治行动，在
的过程当中及时地纠正过来，以后肯定
全市范围内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截
能成长得更好、更快。此类事件曝光，
至目前，已确定并查封 4家造假黑作
是对良心企业的一种帮助。
坊。河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尚清生表
据中新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