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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来动物疫病防控是国家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保障公共卫生、维护生态安全起着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口岸动物疫病疫情复杂、风险隐患多、防控压力大。本文从我国动物疫病口岸防控现状、主要传入
途径以及防控对策 3 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分析认为口岸动物疫病主要通过活动物和动物产品进口、走私、人员
携带、邮寄、边境贸易以及媒介、生物迁徙等途径传入，因此需要通过加强风险分析和检疫准入、加强指定口
岸建设和管理、强化口岸检疫防疫能力建设以及提高检疫处理的科学化和市场化水平等途径，防止动物疫病从
口岸传入，保障国内畜禽养殖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本文为口岸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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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athways of Animal Diseases at Ports
of China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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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plan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xotic
animal diseases has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safeguarding public health and maintaining ecological security. At
present，the bio-safety at ports of China has been challenged by complex outbreaks and various potential risks of
animal diseases，and the pressure of controlling major exotic diseases is high. In this paper，current statu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ports，main introduction path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summarized.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diseases were mainly introduced via import of live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smuggling，personnel
carrying，mailing，trade across border，movement of vectors and creatures，etc.，then it was proposed to prevent
animal diseases from invading via ports by the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risk analysis and quarantine
access，improv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designated ports，enhancing capacity of disease prevent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and increasing scientific and market-oriented level of quarantine methods，so as to
safeguard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and safety of public health. In addition，some references
were provided to formulate measures and polici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at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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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动物疫病

[1]

是导致我国动物疫病流行和

[2]

发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牛瘟等疫情 。这些

暴发的重要外源性因素，关系到我国畜牧业和经济

疫病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国畜牧业造成严重打击。

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动物疫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自 2018 年 8 月我国发生

病传入风险，周边国家及欧、美、加等地区相继暴

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截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

收稿日期 ：2019-10-19 修回日期 ：2019-11-10

全国共报告 157 起疫情，扑杀生猪 119.2 万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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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及 28 个省区市，直接经济损失达上百亿元 。此外，

中分离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目前该病毒已

在已知的 200 余种动物疫病中，人畜共患病占比高

蔓延到我国所有省份，成为我国近年来猪呼吸道疾

[5]

达 70% 以上 ，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公共安全的

病的根本原因之一，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亿

重要风险隐患。因此，控制外来动物疫病的传入，

元 。此外，随着国内乳制品需求的不断增长，进

保护我国畜牧业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就显得尤

口奶牛在我国呈高增长态势，国外牛疫病传入的风

为紧迫。

险也随之不断提高，例如，疯牛病、蓝舌病等。

1

2.1.2

口岸动物疫病防控现状

1.1

疫情复杂

[8]

屠宰用动物

近年来，我国逐步开放国内

屠宰用活动物进口市场，先后与蒙古、澳大利亚等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0 年以来，口岸监管部

国签署多项双边检验检疫议定书，陆续落地实施了

门从进口动物，尤其是进口种用动物中先后检出农

一批进境屠宰马匹、牛、羊等项目。2012 年，我

业农村部发布的一类、二类动物疫病多达 30 余种。

国阿日哈沙特口岸首次从蒙古国进口屠宰用马匹；

引进种用动物成为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重要风险

2015 年，重庆空港口岸首次向澳大利亚进口屠宰

点。此外，进口动物产品中也多次检出沙门氏菌、

用肉牛。目前我国已开放 6 个澳大利亚活牛屠宰口

大肠杆菌等病原微生物。

岸。在进口活动物屠宰中，涉及进境前预检、抵境

1.2

后隔离检疫以及屠宰加工流通等诸多监管环节，及

风险隐患多
出入境人员非法携带进境物比较隐蔽，部分

时检出隐性感染动物并正确处置，对于防止动物疫

旅客故意逃避检疫，按常规检疫方法不易发现；口

病由国外传入至关重要。此外，进境活动物隔离场、

岸监管机构对旅客携带物、邮包的查验手段比较落

屠宰场建设是否合理合规、人员监管是否到位，对

后，主要依靠现场观察、人工抽检，易造成外来动

于输入性动物疫病防控也有重要的作用。

[2]

物疫病随携带物、国际邮包传入和扩散 。

2.1.3

1.3

物学特征可分为：（1）哺乳类，常见有猴、牛羚、

防控压力大
我国进境动物疫病检疫水平、风险分析研究、

观赏动物及宠物

观赏动物按其不同的生

白唇鹿、象等；（2）鸟类，如天鹅、孔雀、白鹤、

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落后，动物疫病监测、控制与补

鹭、鹰等；（3）爬行类，如蛇、龟等；（4）两栖类，

偿体系还不完善。由于动物疫病风险分析总体水平

如大鲵、蛙等；（5）鱼类，如金鱼、锦鲤等；（6）

不高，必要的风险分析数学模型相对缺乏，风险预

无脊椎动物，主要有甲壳类、昆虫类等。在引进观

警能力不足，使得防犯外来动物疫病缺乏预见性和

赏动物时，往往会将所在国病原体携带入我国，

准确性。加之，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口岸检疫设

通过观赏动物传播给国内动物和人员。李凯年等

施和能力不足，协同执法力度不够也是口岸动物疫

报道，从荷兰进口的火烈鸟中检出了新城疫和鹦鹉

[6]

[8]

病防控的短板 。

热，从圭亚那进口的观赏鸟中检出了禽流感。此外，

2

随着进出国门的人员增多，宠物跨国门进出正变得

口岸动物疫病主要传入途径

2.1
2.1.1

进口活动物
种用动物

越来越频繁。犬猫等宠物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大肠
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改良本

杆菌、沙门氏菌、弓形虫等多种病原体，有可能将

地品种，可以获得优良的畜禽性状和生产性能，被

国外不同血清型或基因型病原体带入我国进而感染

广泛用于畜牧业生产中。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

易感动物和人群，导致相关动物疫病流行。

示，2018 年我国从国外引进种用牛、猪等大中型

2.2

种用动物达 14 万头。在引进动物的同时，不可避
免地伴有动物疫病传入并在畜禽群体中潜伏和流行
[7]

的风险 。1995 年我国首次从加拿大引进的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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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动物产品
被病原体污染的动物产品，诸如冻肉、精液、

饲料、血清、生物制品等，一旦进入我国并被使用，
就有可能造成动物疫病的传入。非洲猪瘟在巴西北

部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5 个农场猪群接种了被

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外人员入境也越来越频繁。

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的古典猪瘟结晶紫疫苗。该重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 上半年我国出

事故由 ANDRADE 首次发现，随后被 FAO 和法国

入境旅游人数破 1.4 亿，同比增长 6.9%。人员的

[4]

的迈松阿尔福实验室证实 。

频繁出入国境，带来的是入境动物及其产品截获的

2.3

不断增加，给口岸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压力。据汕

走私动物及其产品
近几年来，我国边境地区走私动物及其产品、

头海关报道，2019 年 2 月对一架来自泰国曼谷的

水产品等违法行为不断增多，其中不仅包括动物和

航班进行入境查验时，从两名旅客携带物中截获一

水产品本身，还有内脏、蹄、爪、骨、皮毛等动物

批不明产地猪肉制品，重达 5.2 kg。

副产品；走私动物及其产品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

2.6

边境贸易

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世界主要农产品

边境贸易指两国接壤地区的居民之间的集市

生产和出口国，遍布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

贸易，一般称为“边民互市”。边境贸易带来了人

中国政府网数据

[9]

显示，2015 年 1—11 月，全国海

员、货物、驮畜等频繁接触和流动，给动物疫病输

关共查获各类农产品走私案件 685 起，案值 280 亿。

入带来了挑战。中越、中缅、中哈等边境贸易对于

其中，查获的冻品走私犯罪案件 207 起，同比上升

猪病、羊病的传入有着重大影响。

了 86%，查证的涉案冻品 55.3 万吨；14 个省份统

2.7

生物迁徙

一打击冻品走私的专项行动中，打掉冻品走私犯罪

生物迁徙是生物群体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生存条

团伙 21 个，涉及的案值超过 30 亿。这些违法行为

件变化而进行的生存地移动。但是，生物迁徙造成

不仅偷逃国家税款，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而且

了不同地区传染病经生物群体携带输入，造成两个

由于走私产品可能来自动植物疫区，将会对我国的

或多个地理隔离生态环境的病原体的相互定殖和交

动物疫病防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造成极大威胁。

换。其中，禽流感的跨地区传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2.4

候鸟的生物迁徙造成的。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跨

传播媒介
根据动物疫病流行病学原理，外来动物疫病的

流行不仅需要传染源、易感动物，还需要适当的传播
[2]

途径，也就是需要通过特定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 。

边境进行生物活动，也是导致外来疫病输入我国的
一个重要因素。
3

口岸动物疫病防控对策

如何有效阻断传播途径，防止传染源通过传播媒介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动物及其产品

感染易感动物，是防控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关键环

贸易的日益增长，外来动物疫病的防控成为一项长

节之一。传播媒介可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媒介。

期、艰巨的任务。当前，随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

生物性媒介主要包括染疫的动物及其产品、野生动

职能全部划入海关总署，在“关检”融合的新形势

物、昆虫媒介、生物制品等；非生物性媒介有被污

下，如何将动物检疫工作更好的融入海关监管系统，

染的人员、物品、运输工具、空气尘埃等。由于国

建立科学高效的口岸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口岸

际贸易的发展，随着进境货物、运输工具、集装箱

动物疫病防控质量成为口岸监管的新要求。

等不同渠道进入我国的生物媒介在外来动物疫病传

3.1

播中起着重要作用，是重要的动物疫病传入风险点。
2.5

人员入境携带动物及动物产品

加强风险分析和检疫准入
将现有的动物疫病风险分析体系纳入海关风

险防控体系中统一研判，统一处置。在海关风险防

进境人员携带禁止入境动物及动物产品，尤其

控中心下设专门的口岸动物疫病风险防控分中心，

是来自疫区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能将国外动物疫病

便于及时关注国内外动物疫病发生发展的最新动

传入我国。近年来，随着出国旅游、国外留学的兴

态，经常性开展动物疫病风险分析。结合国家宏观

起，我国离境人员越来越多。同时，伴随着我国对

管理的需要，设置适当的进口检疫准入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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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保护水平，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在鼓励优

查验、定点加工制度，改进口岸检疫管理模式，优

良畜禽品种进口的同时，要加强检疫准入管理并确

化进境口岸查验设施，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实行

保其安全。

分类管理；加强检疫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逃漏检行

3.2

为，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构筑把关与服务于一体的

加强指定口岸建设和管理
进境产品指定口岸管理制度，是一项国际认

口岸检疫体系。

可的检疫措施。OIE 的陆生动物法典以及欧盟条例、

3.3.1

美国联邦法典等，都要求禽类、猪等动物及其制品

线检疫工作手册的制定、修订力度，并赋予相应的

[2]

加强口岸一线检疫防疫能力建设

加大一

通过指定口岸进口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

执法依据，统一执法尺度，建立权责统一的执法机

发展和市场对动物及其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现有

制。将检验检疫业务融入到监管一线人员查验工作

的进出境动物隔离场选址及建设标准已不足以满足

中，加大对一线查验人员检验检疫业务的培训力度，

发展的需要。因此，应重新规划进口动物指定口岸

及时更新专业知识，培养一支适应业务发展需要的

布局，尽量在沿海沿边地区交通便利、远离大城市、

专业执法队伍。

隔离条件好的非疫区，选址规划建设进出境动物隔

3.3.2

离场。同时，应考虑避开农业农村部正在建设无规

岸动物检疫力度，及时收集和关注国外动物疫情信

定动物疫病区的省份，避免进口动物对非疫区的威

息，严格禁止从疫区国家和地区进口动物及其产品；

胁。这样即使发现疫情，也可将传播风险和对周边

加大对来自疫区货物的监管力度，防止进境物夹带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对于进口动物以及高风险动

进入；严格管理国际运输，对来自动物疫区的交通

物产品，应按照国际惯例，在满足具有相应的口岸

工具、人员、物品、邮包等加强检疫监督，对运输

设施与检疫能力的条件下，指定在有检疫能力和设

工具携带的来自疫区的肉类及其制品进行封存，禁

施的口岸进口，重点监管，最大限度降低传染病传

止在境内食用来自疫区的肉类及其制品等，运输工

入风险。

具上的餐厨垃圾进行防疫消毒等无害化处理。

此外，要加强进境动物及其产品指定口岸建设

3.3.3

严格控制动物及其产品跨境贸易

严厉打击动物及其产品走私

加强口

面对日益严

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规范化标准。

重的冻品走私形势，口岸海关缉私局要与移民局、

将指定口岸纳入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进行

海事、地方政府等部门加强合作，通过信息互通、

管理，明确动物及其产品进境指定口岸技术条件，

资源共享，加大对走私等非法进口动物及其产品的

提高指定口岸建设的信息化水平，探索指定口岸管

打击力度，加大违法犯罪惩处力度，严把进口关口，

理的智能化；研究制定进境动物及其产品指定口岸

严防疫情传入，保障国门安全。同时，建立市场主

申报、考核管理办法，建议由经营单位申请、地方

体信用追溯体系，严格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

政府推荐、直属海关初审、海关总署组织验收。加

3.3.4

强指定口岸的日常考核，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地

识别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开发活动物、肉类等

方政府、运营单位、各级海关推动指定口岸发展实

X 光影像数据库，实现货物和物品查验的智能化、

行量化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实施指定口岸开放

自动化；加大对繁殖材料、肉类等高风险产品的风

动态管理的重要依据，促进指定口岸提升综合效能。

险研判和布控检疫力度，充分利用“关员 - 机检设

3.3

备 - 检疫犬”三位一体的查验模式，加大旅邮检现

不断提升口岸检疫防疫能力

加强口岸一线旅邮检工作

充分利用图像

口岸检疫是防止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最后一道

场查验力度，不断提高疫病疫情的检出率。一旦发

防线，必须从防堵动物疫病传入渠道、加强进口动

现禁止进境动物及其产品应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执

物及其产品的检疫等环节做好动物疫病防控。指定

法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专门进口口岸，完善与进口业务相匹配的隔离检疫、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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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口岸实验室建设，提升动物疫病

检测能力

口岸实验室检测是输入性动物疫病快速

3.4

提高检疫处理的科学化和市场化水平

确诊的重要手段。口岸实验室建设应纳入到海关区

检疫处理是依据动物检疫结果依法对动物及

域化实验室管理体系，根据指定口岸的建设进行统

其产品做出处置，目的是防止动物疫病传播，保障

一规划和布局，按照突出重点、资源共享的原则，

人类和动物健康，是动物检疫执法的手段之一，也

建设一批与可能接触的病原微生物最高生物安全等

是应对动物疫情传入的重要技术性措施。如何提高

级相适应的口岸动物疫病检测实验室。口岸实验室

口岸检疫处理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能否在最短时

至少应具备常规动物疫病病原学、血清学和分子生

间、最低危害程度内将外来动物疫病扑灭，防止外

物学检测能力，以满足口岸动物检疫的需要。同时，

来动物疫病传入国内。目前，检疫处理单位不仅有

也应具备口蹄疫、禽流感、非洲猪瘟、牛瘟、小反

挂靠政府或事业单位的下属事业单位或企业，也有

当兽疫等重点防控的外来动物疫病的检测和应急处

第三方检疫处理企业。因此，要按照“市场能做好

置能力。依据 ISO/IEC 17025 的基本要求，口岸实

的交给市场，属于政府的要管好”的原则，探索检

验室应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此外，口岸实验

疫处理市场化运作机制和方法，逐步建立口岸海关

室应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校的合作和联系，打造有

日常监管，直属海关抽查评估的管理制度；理顺检

中国特色的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保障体系。

疫处理单位职责，建立企业信用管理和退出机制，

3.3.6

提升主动监测能力

疫病监测是外来动物

加强检疫处理工作的质量。

疫病预警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评估动物防疫
质量的重要参考。口岸海关应在进境动物隔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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