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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应用进口动物卫生标准来管控国门生物安全的国家极少。我国进境动物卫生标准体系建设尚属空

白。新西兰是全球制定进境动物卫生标准最早最全的国家。本文研究了新西兰进境动物卫生标准体系的科学管
理、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进口许可、动物及安全要求、出口前隔离检疫、入境口岸检疫和隔离检疫清关、兽
医证书和随动物同行的证单要求等构成标准的核心内容，标准有强制性、法定性和权威性、系统性、可操性、
及时性、易获取等特征。在比较分析我国进境动物检疫监管特征及问题基础上，创新提出借鉴新西兰进境动物
卫生标准体系，制订我国进境动物卫生标准的建议并明确其法律地位，阐述了我国进境动物标准的编制原则、
体系构成、基本框架、核心内容和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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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ntry in the world，which has been also in blank in China. Actually，the standard was fully formulated ﬁrst in
New Zealand. In this paper，the scientiﬁc management，key content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ort health
standard system in New Zealand were studied，especially its key contents that consisted of import permit，eligibility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on animals，pre-export quarantine，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t entry port and biosecurity
clearance，veterinary certiﬁcates and other documents accompanying animal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andard was with
many advantages，including enforceablility，legality and authority，systematization，maneuverability timeliness，
and accessibility，etc. As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vision and quarantine towards imported animals and
relevant questions in China，it was innovatively suggested that the import health standard system should be formulated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at in New Zealand，and its legal status should be deﬁned. In addition，the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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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进境动物大国，进境动物卫生标准体

则起草发布。同时规定，若新西兰政策调整、出口

系建设是空白。新西兰是全球最早制定进境动物卫

国家动物卫生状况变化以及法律等原因，发布的

生标准（import health standard，HIS）且最全的国家。

IHS 可评审、修改或作废处理。

当前，应用动物 IHS 来管控国门生物安全的国家

1.3

极少，动物 IHS 多采用 OIE 推荐标准，虽是国际

1.3.1

标准，但不是最先进的标准，畜牧业发达国家采

种（禽）蛋、农场动物、马属动物、实验用动物、

用 动 物 IHS 研 究 不 多。 笔 者 在 研 究 新 西 兰 进 口

宠物、精液和胚胎、动物园用动物、无脊椎动物 9

陆生动物检疫法治体系建设的基础上

[1]

，系统研

究了新西兰动物 IHS 科学管理及核心内容和主要
特征

[2-8]

，比较分析了我国进境动物检疫监督管理

标准分类
按进境动物种类

从允许国家的水生动物、

个不同动物类别 IHS。
1.3.2

按与进境动物相关的标准

限制性设施

设备、动物设施和用水、生物安全处理方法、风

制度优势和差距，提出借鉴新西兰动物 IHS 制度，

险分析 IHS。

构建我国动物 IHS 体系建议，对我国动物 IHS 的

1.4

制订程序

法律地位、编制原则、基本框架、主要措施初步研

MPI 负责 IHS 制订。首先，风险分析。若分

究，试图为构建中国特色进境陆生动物检疫监管体

析结果表明通过 IHS 的规定可充分管控风险时，

系，建设畜牧业强国提供技术标准支撑。

就可确定编制 1 个 IHS。若属高风险病虫害，则需

新西兰动物 IHS 分析

1

对出口国家的动物防疫检疫系统、运输通道、设施

新西兰是全球最早（1988 年）、制定最全动

等实施技术性审核。其次，编写发布。MPI 发布

物 IHS 的国家。虽 1993 年发布的《生物安全法》

IHS 草案或拟订风险管理建议书，广泛征求相关

明确制定 IHS 条款，但时隔近 5 年才公布从澳大

方的意见，如 MPI 行业监管论坛、行业协会、海

利亚进口家兔等 4 个 IHS，从澳大利亚输入山羊标

外主管部门、进口商等。再次，通报 WTO，发布

准在 2011 年，进口马属动物、猫狗标准在 2014 年

IHS 临时版本。最后，10 d 后发布最终版 IHS。

才制定发布。

1.5

1.1

迄今，发布了动物 IHS 80 个、设施（FS）及

重要作用
IHS 指对有风险货物进口或偶然进口新的生物

标准构成

相关 IHS 22 个，其中水生动物 7 个、农场动物 5 个、

实施有效管理的规定，是新西兰原产工业部（MPI）

宠物 4 个、马属动物 2 个、实验室用动物 4 个、动

依据《生物安全法 1993》第 24A 节制定、发布的

物园动物 28 个、无脊椎动物 3 个、种（禽）蛋 7 个、

法律文件，作为签发进口许可文件的组成部分，是

精液和胚胎 20 个。设施标准 11 个，动物福利国内

入境货物清关放行前生物安全合格判定的依据。制

运输、空运、航运集装箱、生物安全处理方法、消

定与实施 IHS 的目的就是降低动植物及产品进入

毒剂使用、木质包装容器以及风险分析 11 个。

新西兰所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IHS 管控新西兰入

1.6

核心内容

境的植物和植物产品、动物和动物产品、食品和生

IHS 未 按 ISO/IEC 导 则 第 2 部 分：2004 要 求

物产品以及海运或航运集装箱、运输工具、车轮，

编写。标准以动物和许可国家 / 地区为主线，按动

控制性 / 临时隔离检疫设施等。

物进境过程分段叙述其要求。依 GB/T1.1 分析进

1.2

口水生动物——观赏鱼和海洋无脊椎动物 ，马属

编制原则

[9]

[2]

[3]

[4]

[5]

有生物安全风险货物进入新西兰需制订 IHS

动物 ，农场动物——山羊 、宠物——猫狗 ，

来管理。按一国和地区、一种动物制订 1 个标准原

实验用动物——澳大利亚兔 ，动物园用动物——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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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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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利亚鹿 ，无脊椎动物——果蝇

[8]

等标准的相关

如观赏鱼和海洋无脊椎动物有双 RNA 病毒感染等

要素和核心内容。

18 种疫病，从澳大利亚进口山羊有蓝舌病等 5 种

1.6.1

疫病，国家的猫狗有狂犬病等 10 种疫病，马有非

1.6.1.1

要素分析
资料性概述要素

有封面，目次，前言

洲马瘟等 24 种疫病，澳大利亚家兔有兔病毒性出

和引言 4 部分。封面表述了标准名称以及制定部门，

血症等 15 种疫病，鹿有蓝舌病等 7 种疫病，果蝇

发布组织，发布依据，或在（扉页）介绍标准名称、

有无螨虫、培养基中无致病性微生物生长等要求。

实施时间，替代 / 作废版本，联系部门和人员及电

1.6.2.3 出口前隔离检疫（pre-export isolation） 获

子邮箱等。IHS 声称，前言不属标准组成部分，内

得许可和动物耳标后，启动动物出口前的隔离检疫。

容有目的、背景、读者范围、重要性、对等性原则、

IHS 对动物出口前隔离检疫、设施、用药、疫苗等

标准修订史和其它信息等
1.6.1.2

[3，5，6，8]

规范性一般要素

。

有明确要求并在兽医证书中表述。

有标准名称、范围和

1.6.2.4

入境口岸检疫通关和隔离检疫清关

入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部分。IHS 封面表述标准名称，

境口岸检疫官员查检动物和证单，实施不合格处置，

进境澳大利亚鹿等标准还在首页左下方标注“发展

合格的进入生物通关、隔离检疫合格后清关，放行

和保护新西兰”字样。IHS 的范围在标准名称中可

动物至进口商

得出，在标准第一条款也有应用范围描述。标准的

1.6.2.5

参考资料条款与规范性引用文件类似。

医证书符合《OIE 水生动物卫生法典》《OIE 陆生

1.6.1.3

含术语和定义、缩略

动物卫生法典》推荐的要求。含动物基本信息和健

语、要求、规范性附录 4 部分。IHS 的术语和定义

康信息两大部分。动物健康信息包括身份识别，动

规范性技术要素

在第一部分要求

[3，4，6]

和 A 部分描述

[5，8]

。要求在

IHS 中体现进口许可、清关通关程序、已识别风险

[5，8]

。

兽医证书和随动物同行的证单要求

物资格满足，疫病状态，药物治疗与处理，疫苗接种，
隔离检疫结果和运输过程控制等

[3-5，7]

[6]

。或对畜（货）

生物名录及控制要求、兽医证书等内容。附录的内

主声明的确认等，如宠物 、实验动物

容各异，标准修订历史和术语与定义、风险生物特

1.7

[3]

定要求名录 、隔离检疫要求

[4]

等引自标准正文相

关条款。分析认为，IHS 条款及内容与 GB/T1.1 标
准

[9]

要素要求相适应。

1.6.2

核心内容

[7-8]

。

主要特征
新西兰健全的动物 IHS 体系建设是漫长、实

践、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以下特征。
1.7.1

不同动物的 IHS 结构略有不同，

兽

权威性

MPI 制定 IHS，新西兰政府依《生

物安全法 1993》第 24A 节发布实施，属法律文件，

归纳起来核心内容有进口许可、动物资格及安全要

具有强制性。导入等同性原则、风险分析、生物安

求、出口前隔离检疫、入境口岸检疫（含生物安全

全管理区、动物安全适度保护水平等科学先进理念。

通关）和入境后隔离检疫（含生物安全清关）、兽

IHS 涵盖 9 类进口动物及与进境动物全过程相关的

医证书和随动物同行文件要求等。IHS 未包含检疫

设施、运输工具、生物安全处理和动物福利要求等，

准入，它是制定 IHS 的前提条件。

既符合 OIE 标准要求，又高于其要求，显示 IHS

1.6.2.1

进口许可

进口动物从 MPI 获得进口许

可是先决条件，不需要的例外。
1.6.2.2

动物资格及安全要求

的权威性。
1.7.2

系统性

从标准结构看，基本信息显示标

动物的出生地、

准的发布依据，实施时间，发布单位等。通用信息

饲养时间、动物疫病目录等基本要求以及识别出的

中突显了进口商的责任义务，等同性原则。进口程

生物风险（动物疫病）要求因动物种类不同而不同。

序从获得进口许可、需提供资料、动物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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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出口前隔离检疫，进口动物随付证单。请关程序

监督管理办法、单一进境动物检疫诊断监管原则性

及进境后隔离检疫后续监管，依据动物进口过程表

强，但系统性较差，可操作性不强，导致不同口岸

述系列要求，显示标准的系统性。

执法差异。我国进境陆生动物检疫监管办法，进境

1.7.3

进口动物经风险分析后，需制订

动物卫生标准化尚属空白，管理和技术性标准无强

动物 HIS 时，就启动制订程序，针对性极强。从

制性，检疫标准和技术规范法律地位未予以明确，

进口动物检疫实践到标准制订发布过程看，标准成

进出口商获取标准文本不方便。

熟、符合国家法规及 OIE 推荐性标准，对已识别

3

可操作

出风险生物在出口前的隔离检疫期和兽医证书中予

我国动物 IHS 体系构建
综上分析，结合我国畜牧业大国，但不是强国，

以明确要求和规定。利用信息化技术，公布进口许

进口量大和种类多的客观实际，认为借鉴新西兰动

可和入境申报专门检疫官员联系方式等。标准中对

物 IHS 制度，亟待建立符合中国动物检疫实际的

疫病、隔离检疫、药物处理与治疗、疫苗接种、饲

动物 IHS 体系。

草与运输等要求清晰、具体，显示标准的可操作性。

3.1

明确法律地位

每个 IHS 有专门条款明确标准

参照新西兰《生物安全法》及我国《食品安

核查、作废和修订要求。新，如处理要求—生物安

全法》《动物防疫法》相关条款要求，在修订《进

全处理方法标准，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2 日。

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实施条例或制定《生物安全

修订及时，如动物福利：国内运输 2018 年 10 月

法》时，增设制订动植物货物 IHS 制度条款，明

1 日 实 施， 替 代 了 2016 年 12 月 16 标 准。IHS 马

确为强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授权批准发布。

2015 版替代了 2014 版，进口观赏鱼和海洋无脊椎

3.2

1.7.4

时效性强

动物标准 2018—2019 年修订 3 次，显示标准时效
性极强。

制订基本原则
遵从科学原理，等同采用 SPS 协议和 OIE 标

准，遵守等效、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等原则。确定
进口动物管理充分应用 Internet

与输出国动物检疫措施的等效原则，基于风险分析

技术，如动物识别与可追溯系统（NAIT）识别进

结果，按不同国家进口一种动物制订一个中国进境

口动物的身份。电子邮件信息沟通，方便快速。

动物卫生标准。标准以动物为主体，以出口、进口、

IHS 可在 MPI 网完全获取，极大方便动物进出境

动物放行至货主及后续检疫监管为主线，规定动物

相关方了解新西兰的要求，显示资料获取极为方便。

检疫卫生要求。IHS 需明确规定因出口国家动物疫

2

病变化、我国进口政策调整和任何法律原因，我国

1.7.5

获取方便

2.1

我国进境动物检疫监管制度特征
优势
我国进境动物检疫监管制度满足 OIE《陆生

畜牧兽医主管当局有评审、修定和作废 IHS 的权利，
保留出口国家的现场审核和兽医预检的权利等，检

动物卫生法典》《水生动物卫生法典》等法规要求，

疫准入纳入制订 IHS 前提条件。

体系较健全。系列技术规范、检测方法标准、检疫

3.3

与卫生要求议定书等是进境动物检疫的基本遵循和

3.3.1

操作指南，用于口岸进境动物检疫监管实践，发挥

主线。以进口许可、疫病控制、兽医证书等核心内

了基础性作用，防控了重大动物疫病的传入、保障

容，与进境动物相关的过程卫生控制为支撑的 IHS

了食用安全、畜牧业和生态安全。

体系架构。

2.2

3.3.1.1

差距
经与新西兰动物 IHS 比较分析，如现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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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IHS 框架
标准架构

动物主体

以进境动物为主体、全过程为

按动物生活环境分水生动物、

陆生动物、两栖动物 3 类，依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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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用途（种用、食用、奶业用、观赏用、演艺、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1）标准名称。进口卫

竞技、宠物、实验室、动物园用）以及它们的组

生标准：从美国输入中国的种猪。（2）适用范围。

合分别制订 IHS。如中国 IHS——从美国进境种

表述可从符合本 IHS 要求的国家进口种猪。明确

猪，中国 IHS——从澳大利亚进口屠宰用牛，中

品种要求或许可国家名录。（3）规范性引用文件。

国 IHS——允许国家的宠物（猫狗）。

引用 OIE 有关标准，其他相关标准。

3.3.1.2

3.3.2.3

进境全过程

动物在出口国养殖场、出

规范性技术要素

核心内容，必备要素。

口前的隔离检疫场地、出口前预检（必要时）、养

包含术语与定义、缩略语、一般要求及已确定猪疫

殖场运至离境口岸、运输（输入中国指定口岸）、

病的特定要求和兽医证书、规范性附录。（1）术

入境口岸检疫、入境后隔离检疫（需要时）、后续

语与定义。引用 OIE 术语与定义，或中国特定的

监管等全程在标准编制中依序明确规定。对过境动

相关术语和定义。（2）一般要求。包括，但不限

物检疫要求也可予以规定（必要时）。

于以下要求，可删减。① 种猪基本要求。如年龄、

3.3.1.3

品种、怀孕猪的规定等。② 美国种猪防疫要求。

疫病风险识别和特定要求

经风险分析、

参照 OIE 标准要求，依输出国家与我国签署的检

满足中国 IHS 要求、对出口国家兽医防疫体系评

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及确认的兽医证书，确定风险

估等。③ 出口前隔离检疫。满足中国出口前隔离

动物疫病种类、要求。

检疫标准要求。④ 实验室要求。符合美国主管当

3.3.1.4

与进境动物相关的 IHS

与进境动物相

局认可实验室要求、我国实验室要求的规定，测试

关组织、人员和设施，包括出口国家兽医检疫体

需在认可实验室进行，疫苗、治疗符合要求，规定

系、兽医主管当局、预检官方兽医要求、与动物检

样品的采集与贮藏等。⑤ 运输。输出前的信息沟

疫有关的设施、与动物有关的包装或限制性设施、

通，如空运、航运、陆运日期，航班、船名、车

垫料、饲料、水、国内运输管理、可追溯及生物安

牌号等，包装容器、笼箱、饲料及铺垫材料等要

全处理方法要求，以及进口商的责任、检疫处理责

求，隔离场运至离境港口运输车辆的兽医卫生要

任和 IHS 制定规则等。

求等。 ⑥ 指定隔离或临时隔离场要求。满足规定

3.3.2

基本框架

[9]

依 GB/T1.1 的规则以进境美

国种猪双边检疫和卫生条件及 2 次修订为例

[10]

的入境后隔离检疫标准要求。口岸运输要求，车辆

编

兽医卫生要求等。⑦ 输入前种猪的治疗、处理与

写。内容包括：前言和引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

疫苗要求。出口前隔离检疫期间猪密螺旋体、钩端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同性原则、一般要求、已

螺旋体治疗要求，猪细小病毒病免疫要求、猪体内

确定风险生物特定要求、兽医证书、附录等组成（可

体表寄生虫驱虫要求等。⑧ 其他信息。如耳标，

删减）。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不可删减。

信息档案，出口前兽医的检查要求等。⑨ 随种猪

3.3.2.1

同行的文件。如进口许可证明，兽医证书等，特别

资料性概述要素

包含封面、目次、前言、

引言。（1）前言。标准制定，修订，删减及变化，

是兽医证书语种、表述、内容、官方兽医签名、印

参考国际标准，归口管理部门，起草单位，起草人员，

章、防伪要求等。⑩ 口岸入境通关。规定核查检

标准发布简况等。（2）引言。原因，目的，背景，

疫许可证明、兽医证书与动物符合，临床检查及检

读者范围，其他信息。如美国种猪输入中国前实施

疫处理要求等。⑪ 国内运输。对车辆卫生、运输

出口前隔离检疫标准要求，或入境后隔离检疫要求

过程监管、包装铺垫料及包装物的处理要求等。⑫

标准等，或经畜牧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要求等。

入境后隔离检疫放行。规定隔离检疫结束后猪的

3.3.2.2

处理方法，符合生物安全处理方法标准等。⑬ 后

规范性一般要素

包含标准名称、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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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监管。必要时，规定进境种猪放行至进口商后有

疫法治体系建设研究与探讨 [J]. 兽医导刊 2019（18）：

关后续检疫监管要求。⑭ 文件管理。规定进境种

76-78.

猪文件管理方法。⑮ 等同性原则。等同采用新西

[2]

Import health standard：ornamental fish and marine

兰 IHS 条款。（3）已确定猪疫病特定要求。规定

invertebrates[S]. Wellington：MPI of New Zealand，

猪密螺旋体痢疾、猪布氏杆菌病等 10 种疫病的控
制要求

2017-04-13.

[10]

。此条款可以和兽医证书合并。（4）兽

医证书。样式参照协定的兽医证书样本，包含猪

[3]

[10]

。（5）规范性附录：附件 1 猪出口前隔离检

疫标准；附件 2 猪入境后隔离检疫标准。
3.3.2.4

资料性补充要素

New Zealand，2015-11-06.
[4]

i n t o N e w Z e a l a n d [ S ] . Wellington：MPI of New
Zealand，2011-03-17.

主要措施

3.4.1

制订一个动物 IHS 编制规划

[5]

明确重要意

和目标。落实起草单位、编写人员、完成时限等。
IHS 草案需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进口商、相关部

New Zealand，2018-03-09.
[6]

into New Zealand from Australia[S]. Wellington：MPI of

SPS 和 OIE 等国际组织，及时组织审定，批准、发布、

New Zealand，2016-10-20.
[7]

新西兰 IHS 体系相似的中国动物 IHS 体系。
3.4.2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of New Zealand. Import
health standard：Deer from Australia[S]. Wellington：

按标准框架，内容要求，

编制包括基础性、管理性、技术性等 IHS，如术语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of New Zealand. Import
health standard for the importation of domestic rabbits

门和协会团体组织，确定标准最终稿，通报 WTO/
实施以及复审、修定等。建成与 OIE 标准相符、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of New Zealand. Import
Health standard：Cats and dogs[S]. Wellington：MPI of

义、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具体内容、编制程序

制订 IHS 标准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of New Zealand.
Import Health standard for the importation of goats

如资料性附录，检测

试验参考的方法文献。
3.4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MPI）of New Zealand.
Import health standard：Horse[S]. Wellington：MPI of

的信息和健康信息，对畜主或出口商声明的确认
等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MPI）of New Zealand.

MPI of New Zealand，2013-03-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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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义，进境动物分类，缩略语指引，中国 IHS

Health Standard for the Importation of Drosophila

制订程序，编制要求等。

Species into News Zealand from Approved Countries[S].

3.4.3

转化 IHS 标准

Wellington：MPI of New Zealand，1999-03-16.

将现行有效的隔离检疫场

要求与监督管理规章、规范文件转化为 IHS。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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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S]，北京：中国标准出

化为 IHS 核心内容。

版社，2009.

3.4.4

集成已有标准

收集和引用动物疫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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