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领域新业态下的动物卫生监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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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随着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宠物消费升级，宠物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宠物行业商

业模式亦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线下交易迅速被互联网交易所替代，出现了网络销售、宠物殡葬、撸猫吸狗等
系列新型行业形态。然而由于涉宠法律法规体系、宠物行业规范以及宠物行业监管滞后的现状，使得动物卫生
监督管理能力远落后于行业发展增速。因此，提出完善涉宠法律法规建设、明确部门职责并加强部门联动、做
好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适应性调整、充分利用好现有监管抓手、加强宠物疫病防控和强制免疫工作、加强宣传和
舆论引导，倡导规范养宠等措施办法，以期推动宠物领域卫生监管有序有效开展，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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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consumption of pets has been upgrading and pet economy has been exploding along
with increasing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ving standards of human. The business form of pet industry has also been
signiﬁcantly changed，that is，th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rading has been rapidly replaced by internet trading，and a
series of new forms have emerged，such as online marketing，pet funeral，experience places for petting cats and dogs.
However，the competence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for animal health are far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due to the delay of supervision，standards，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pets. Therefore，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ets，defining responsibilitie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ooperation，adjusting the adaptability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agencies，
making full use of current supervision methods，enhanc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et diseases and strengthening
compulsory immunization，intensifying publicity and guidance for public opinions，and advocating standardized
raising of pets，so that health supervision in pet industry could be orderly and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to promote a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pet economy；new business form；supervision for animal health

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物质生活水

速注入宠物相关行业，助推了行业的迅速发展。据

平不断提升，消费升级带动老百姓对精神层面的追

《2019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9 年中

求逐渐深入，饲养宠物的家庭日渐增多。近年，宠

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 2 024 亿元，

物行业融资呈爆发性增长，各方资本和人力资源加

同比增长 18.5%，目前全国犬猫保有量已经达到

收稿日期 ：2019-12-06 修回日期 ：2019-12-08

9 915 万只。随着宠物饲养的兴起和市场规模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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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宠物行业商业模式正发生着重大改变，传

务相结合的新业态，以“撸猫馆”“吸狗馆”等形

统线下交易迅速被互联网交易所替代，出现了网络

式为爱宠人士提供休闲服务。宠物咖啡馆、宠物餐

销售、宠物殡葬、撸猫吸狗等系列新型行业形态。

厅等融合了宠物主题的餐饮业态，作为行业发展新

但由于宠物行业服务水平良莠不齐，且相关法律法

鲜事物走红网络，并受到年轻人及爱宠人士的追捧。

规的制定和政府部门监管尚未跟上行业快速的增长

据调查，宠物来源主要为店主购买和顾客寄养两种。

节奏，养宠带来的社会问题亦层出不穷，也暴露出

1.4

一系列动物卫生监管问题。
1

随着宠物队伍的日益壮大和交通运输业的蓬

宠物新业态情况

1.1

宠物托运

勃发展，携带宠物出行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宠物托

线上宠物消费

运需求也呈爆发式增长。宠物托运以铁路和航空为

凭借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线上宠物活体

主要运输途径，宠物主人多因为不便或不熟悉铁路

及宠物用品交易、各种涉宠服务日益频繁，涌现出

和航空托运流程，而选择中间手续代办。中间手续

狗民网、乐宠网、波奇网等大批网络电商平台，且

代理作为宠物托运的伴生业务成为宠物行业的新生

宠物电商平台正在飞速扩增和崛起，互联网平台彻

业态形式，主要承担宠物产地检疫、出入境等手续

[1]

底改变了宠物及其用品零售习惯 。据网络数据，

代办以及宠物接送等。根据淘宝网宠物托运业务成

宠物消费线上销售占比已超过 40%，且线上渠道

交数据统计来看，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宠物托

增长速度远快于线下。近年来，随着宠物消费的不

运中间手续代理业务最为发达。

断升级，由宠物食品和用品起步，宠物产业链互联

1.5

宠物展览

网业务已由上游产品向下游服务蔓延，宠物活体、

随着中国宠物行业的壮大，国内宠物展会的

宠物饲料、宠物兽药以及宠物诊疗等传统线下业务

规模和影响力也随之扩大。以上海为例，在庞大的

均迅速转移至线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

消费群体支撑下，每年有 2~3 场宠物展在浦东落地，

《2019 宠物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显示，89% 的

其中较知名的展览如亚洲宠物展迄今已举办了 22

养宠用户在线上购买宠物商品，线上宠物市场近一

届，且展览规模逐年扩大，第 22 届展会的展馆占

年增速约 30%，线上宠物消费进入高速发展期。

地面积比 2018 年增加 45%，吸引观众达 19 万人次。

1.2

纵观各宠物展，展会上除展览宠物食品、用品、医

宠物殡葬
伴随居民宠物饲养数量的剧增，每年死亡的

宠物数量也随之攀升。以北京为例，每年死亡宠物
[2]

疗设施设备、水族产品外，还包括活体宠物。宠物
活体除了常见的犬、猫外，蟒蛇、蜥蜴、羊驼、貂、

大约 30 万只 。宠物已成为不少饲养家庭的亲近

蜘蛛、蝎子等爬宠异宠亦大量进入展会。

伴侣，其死亡后的尸体处理成为难题，死亡宠物尸

1.6

萌宠乐园是集微型动物园与亲子乐园于一体

体的处理涉及环保、动物福利、公共卫生等诸多环
[3]

萌宠乐园

节 ，也正是这个难题孕育并发展了宠物殡葬业。

的互动体验型休闲乐园，近年迅速成为了都市微旅

文献显示至少有 20% 的宠物主人有宠物殡葬需求，

行的新贵，具有较高的互动性、参与性和休闲性，

因此专门从事宠物火化、骨灰存放、宠物墓地、哀

兼具娱乐和科普特点，受到年轻人、父母和孩子们

思寄托等殡葬服务的企业在各地兴起。目前大多数

的追捧。目前市场上主要有海洋萌宠和陆生萌宠两

宠物殡葬行业均以营利为主，分为普通埋葬、树葬、

大类。乐园设置特定的场景空间，可供游客与动物

[4]

宠物标本三种 。

亲密接触，也可组织动物赛事等活动。以室内为主，

1.3

多分布于商场或购物中心等人流密集地，少数分布

“撸猫吸狗”体验馆
近年宠物行业与餐饮行业的结合成为宠物经

济的热点，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各中大型城市，
先后兴起将咖啡馆、茶吧等餐饮服务与宠物赏玩服

于城市近郊地区。
1.7

共享宠物
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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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至居民生活的各方各面，也迅速延伸至宠物行

了一定的补充，也对宠物监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业，“共享宠物”也随即兴起。共享宠物的兴起主

用，但是依然存在监管对象单一（地方立法基本仅

要面向喜爱宠物但缺少时间精力或缺乏饲养条件的

涉及犬）、监管要求不统一、各监管环节无法有效

爱宠人士，以及因经常出差或外出旅游而具有宠物

衔接、各部门职能不清晰等问题，这些仍是困扰现

寄养需求的养宠人士。活体宠物共享多为宠物经营

今宠物监管工作的难题。以上海为例，在犬只管理

企业所采取的以租促售的营销新模式，以解决宠物

中开展犬只销售备案、犬只检疫和动物卫生监督执

活体销售环节中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商客信任问

法工作时，存在犬只销售备案条件不明确、各区备

题。同时，宠物美容、宠物医疗、宠物用品等均已

案口径不统一和备案比例偏低等问题，以及执法人

纳入宠物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新生事物，该业

员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法律规

态仍在不断摸索和完善中。

范的适用存在困惑等问题 。

1.8

2.2

宠物寄养

[5]

动物卫生监管职能适应性调整滞后

对于拥有宠物的家庭，每逢节假日或出差等

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家畜家禽和人工

主人需要外出，且携带宠物出行不方便时，宠物的

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均在动物卫生监督管辖

安置问题成为主人的首要困扰。宠物寄养行业应运

范围内。然而随着宠物饲养量和饲养种类的增加，

而生，并且异常火爆，以国庆、春节等长假期间为

动物卫生监管范围也应顺势扩大。据《2019 年中

最，市场上常出现“一笼难求”的现象。目前市场

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9 年全国城镇宠物

上主要存在三种业态形式，一是传统的宠物医院或

仅犬猫数量就达到了 9 915 万只，比 2018 年增长

宠物店寄养，二是凭借网络平台迅速发展起来的家

766 万只，增速达 8.4%。宠物种类方面，除传统

庭式寄养，三是以高端消费为特点的宠物会所、宾

的犬猫类、家畜类和禽鸟类，一些野生动物类等异

馆、民宿、酒店等寄养形式。除此外，近年还伴生

宠进入市场。监管范围扩大的同时，监管难度也随

了由线上线下涉宠商家或网络平台推出的上门投喂

之成倍增加。相比宠物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动物卫

宠物的服务。

生监督机构及其职能的适应性调整远未同步，目前

2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仍以家畜家禽等提供动物源性食

2.1

监管中存在问题
涉宠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看，虽有《中华人

品的动物为主要监管对象。由于缺乏宠物监管方面
的技术规范和能力储备，针对新型业态的出现，增

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中

加了动物卫生监管难度。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

2.3

法》）等法律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物诊疗

宠物领域监管职责不清晰
从宠物的养殖经营管理全过程来看，宠物领

机构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涉及动物的养殖、免疫、

域监管涉及公安、农业（动物卫生监督）、城市管

检疫、诊疗、无害化处理等环节，但是纵观现行法

理执法、市场监督管理、卫生等多部门。根据动物

条，这些立法很大程度上是动物卫生监管的普适性

（家畜家禽）及动物源性食品的监管模式，普遍认

立法，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仅适用于传统家畜家禽，

为，农业部门主要负责养殖领域的监督管理，为产

不能很好地适应宠物行业，特别是当下的宠物新种

地环节的监管；对于进入流通领域即市场经营销售

类和新业态不断涌现。此外，宠物销售、服务等一

等环节，则主要由市场监督部门管理。根据当前宠

些重要环节法律的缺失，都使得动物卫生监督部门

物领域监管现状，农业部门负责动物诊疗机构的日

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无法有效开展监管工作。虽

常监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宠物店等不涉及动

然近些年，各地在实践中陆续出台了关于宠物管理

物诊疗业务的涉宠业态的日常监管。然而宠物领域

的地方性立法，对于国家层面立法不足和缺失起到

所涉及的为动物活体，具有不同于动物（家畜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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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动物源性食品监管的特殊性，从动物疫病的传播

的种类、数量、形式均无判定标准。“撸猫吸狗”

流行与发展的过程来看，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应涉及

体验馆、萌宠乐园以及经营宠物活体的宠物店及其

宠物饲养的全过程。再者，不同于家畜家禽，宠物

他场所是否可定性为饲养场（养殖小区）存在争议。

饲养和销售并没有稳定的周期，各部门在监管中，

2.6

往往出现衔接不畅，易形成监管真空。
2.4

动物卫生监管盲区进一步扩大

动物防疫监督挑战更加严峻
宠物携带的人兽共患病病原可能感染人体。

随着宠物的种类不断增多，宠物源性人兽共患病的

当前宠物领域的监督管理模式容易产生信息

风险也不断增加，同时病原体的种类也不断增多，

不对称。市场监督管理、动物卫生监督等监管职责

人们越来越难以把控。目前已知约 250 种疾病可以

被分离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各监管条线信息未

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染，而其中超过 100 种来自

充分共享和互通。除动物诊疗机构外，动物卫生监

于家养动物 。以狂犬病为例，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管部门对其他涉宠业态信息掌握有限，且由于法律

员会《2018 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

法规的不完善，其他业态均不在其监管能力范围内，

2018 年我国狂犬病发病数 422 例，死亡人数 410 例，

形成了监管盲区。尤其伴随着线上宠物市场的壮大，

死亡率高达 97.2%。新业态下动物流动频繁，宠物

电商平台和微信、APP 相关软件应用越来越普及，

与宠物、宠物与人的接触频率增加，通过市场环节

方便快捷的业态模式使得动物卫生监管盲区进一步

传播动物疫病的风险不断増大，给动物卫生监督管

扩大。传统上如宠物活体、宠物饲料、宠物兽药的

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6]

销售以及宠物诊疗等须具备一定资格条件才能从事

在互联网经济刺激下，市场充斥着大量资质

的线下业务，也迅速进入线上业务领域。由于线上

存疑的宠物商贩，部分涉宠商家防疫管理不规范，

交易的隐蔽性以及虚假交易的存在，监管过程中违

免疫水平参差不齐；宠物繁殖、宠物交易市场管理

法行为的取证、查处则难度更大。

不严格，待售宠物被集中运输或者高密度饲养，造

2.5

成疫病交叉感染，达不到合格的动物防疫条件。这

动物卫生监管抓手有限
动物检疫是一项依申请的行政许可行为，实

使可能存在隐性感染或带毒带菌的宠物流入市场，

行申报制度。宠物的产地检疫因申报而开展。大量

造成疫情的传播。“星期狗”“星期猫”现象频现

宠物饲养者和宠物经营者动物检疫意识不强，且存

正好予以说明。同时，在病死宠物处理过程中，多

在故意逃避检疫的情况，以致产地检疫申报率较低。

数宠物尸体由主人自行掩埋或丢弃，少数交由提供

在宠物经营销售过程中，即使部分经营者申报产地

宠物殡葬服务的单位处理，亦存在尸体随意掩埋处

检疫，也常出现检疫合格证明无法与待售宠物一一

置，或火化设施设备未经环评，深埋未进行无害化

对应的情况。同时，根据农业农村部现行动物产地

处理的情况。病死宠物成为了动物疫病传播重要的

检疫规程，主要针对家畜家禽类，宠物领域除常见

传染源。随着宠物饲养数量的不断增加，流浪动物

的犬、猫、兔以及少数种类动物可参照家畜家禽类

数量呈有增无减趋势，疫病传播风险也随之进一步

产地检疫规程开展检疫外，其他绝大多数种类宠物

增大，不仅对动物自身健康和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

因无产地检疫规程而无法实施检疫，使得大量可能

战，同时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对城市环境和公共

存在疫病传播风险的动物在市场流通。根据国家及

卫生构成一定的威胁。

各地方法律法规，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

2.7

涉宠纠纷日益增加

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均应取得动

近年来因宠物饲养或经营，而引发的关于宠

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然而宠物饲养及宠物殡葬环节

物伤人扰民、疫病传播、宠物排泄物污染环境等的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申请率比较低。同时，饲养

举报投诉以及诉讼的案件不断增加，宠物消费纠纷

场（养殖小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养殖动物

日益增多。“星期狗”“星期猫”“后院猫”在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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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诊疗或寄养中遭遇意外等现象频发。宠物为活体

门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

商品，不具有明确、规范的质量标准，且宠物市场

配合机制，分清监管主责单位与协管单位的关系，

缺乏法律法规的规范和行业行规的约束，使政府部

落实监管责任。同时，进一步通畅监管部门间的信

门或行业协会监管无法深入，导致消费者在宠物购

息沟通渠道，做好信息通报，实现各监管部门之间

买、宠物寄养等宠物消费过程中遇到纠纷时很难维

信息互通和共享，尤其在涉宠企业迅速增多并且新

权，事后动物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取证也非常

业态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加强市场监督部门与其他

艰难，责任认定缺乏依据。同时，由于宠物领域相

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对行业监管尤为重要。

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日常监管中涉及宠物交易的

3.3

规定不明确或缺乏相关条款，动物卫生监管部门在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做好适应性调整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郊区逐步城区

开展监管工作时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

化，社会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传统上

3

长期承担城市动物源性食品保供任务的畜禽养殖场

3.1

对策与建议
完善涉宠法律法规建设

和屠宰场纷纷关停，城区畜牧产业逐渐退出历史舞

宠物行业形态与传统的畜禽等养殖业有着显

台，有些地方农业部门从事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监督

著的区别，现有法律已很难适应宠物行业的监管需

的职能逐步弱化。同时，另一方面城市“宠物热”

求，完善涉宠法律规范迫在眉睫。一是要完善立法

持续升温，宠物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催生了宠

体系，由上而下形成完整的法律链。修订和完善《畜

物繁育、宠物医疗、宠物护理与美容、宠物食品等

牧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增加适应于宠物行

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型业态形式不断涌现，人

业特点的法律规范，将宠物监管真正纳入国家法律

畜共患病风险不断增加，宠物领域的监督管理受社

体系；完善配套立法，包括细化部门规章，修改、

会关注，也对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制定专门技术规范等，增强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

挑战。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职能调整应由传统家畜家

操作性；继续加大地方立法探索，根据当地宠物行

禽类监管为主，转向家畜家禽类监管与宠物监管并

业发展状况，出台一些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地方性立

重，继而优化职能职责，组建专门的宠物监管部门，

法，经实践检验成熟后可以面向全国复制推广。二

配备专业的宠物监督执法人员。尤其是对于宠物经

是要扩大监管领域，将宠物饲养、流通、销售、服

济增长迅猛的大中型城市，因宠物而导致的社会公

务以及宠物保护、宠物福利等各环节纳入监管范

共卫生安全风险日益增大，迫切需要大量的专业宠

畴，形成一套完整覆盖宠物产业生态链的法律监管

物监管队伍。

体系。三是要明确监管主体，从法律层面明确各监

3.4

充分利用好现有监管抓手

管部门职责，使宠物监管落地见效，形成政府部门

加强和创新宠物产地检疫管理工作，强化产

监管、基层组织参与、社会广泛监督、养宠人严守

地检疫环节，严格规范宠物活体销售和宠物托运等

自律的法治氛围。

经营活动。针对产地检疫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创新

3.2

管理办法。例如针对目前犬猫产地检疫中无法做到

明确部门职责并加强部门联动
宠物监管是一项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涉及部

动物与检疫合格证一一对应的情况，加强研发无创

门广，社会影响大，需要各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

伤宠物芯片植入技术，并彻底实施芯片植入制度，

理顺公安、农业、城市管理执法、市场监督管理、

实现宠物管理信息化；也可引入电子照相技术，附

卫生等相关部门职责关系，明确各部门的履职界限，

在产地检疫证明之上，便于机场等单位查验。同时，

切实解决部门职责交叉重复、边界不清等问题。对

动物诊疗是宠物领域内的关联环节，任何新业态的

于社会关注度高，市场反映比较强烈的宠物疫病传

出现都离不开诊疗工作，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是

播、宠物诊疗纠纷、宠物交易纠纷等过程中所涉及

非常有效的行业监管靶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关

的相关部门，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明确监管牵头部

系到兽医生物安全及公共卫生安全，也是《动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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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法》赋予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重要职责，因此应

域新的业态形式不断涌现，生产、流通、销售和服

进一步强化对动物诊疗活动监管，打击动物诊疗活

务等各个环节均蕴含着商机，形成了一条庞大的宠

动和兽医从业中存在的各类违法行为，通过对宠物

物经济产业链。然而，宠物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相

诊疗机构的监管延伸至其他业态。

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行业不规范，动物疫病传播风

3.5

险增大，行业监管跟不上，涉宠纠纷日益增加等问

加强宠物疫病防控和强制免疫
将家畜家禽类疫病防控工作经验推广至宠物

题值得高度重视。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完整

领域，规范宠物日常免疫工作。开展宠物疫病流行

有序的行业规范和切实有效的行业监管是宠物行业

病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制定适合当地的免疫程序，

发展的保障。当前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现状，行业规

做到应免尽免。狂犬病作为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

范的树立情况以及宠物监管的开展实际均存在比较

接触性和高度致死性传染病，也是当前宠物中对人

明显的短板，制约了宠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类和动物传播风险最大的疫病之一，目前多省市已

动物卫生监督部门作为宠物领域监管工作的

将狂犬病纳入了地方强制免疫病种。当前宠物饲养

主要力量，同时也是宠物经济健康稳定规范发展的

量持续性增长并且流动加快，使得狂犬病传播风险

重要推动者。确保宠物防疫全程监管更加有力、宠

也大大增加，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对犬、猫实

物卫生监督工作运行更加高效，是当前各级动物卫

施狂犬病疫苗强制免疫制度，并适时实施免费接种

生监督机构开展宠物领域动物卫生监管的重要任务

疫苗。狂犬病强制免疫实施中，尤其要加强农村家

之一 。当前宠物新业态发展形势下，动物卫生监

养犬和流浪犬免疫接种工作。同时，对于犬瘟热、

督部门应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强化日常监督，积极

犬传染性肝炎和犬细小病毒等一些传染性强、死亡

探索宠物全领域监管模式，提升监督管理能力，改

率高的宠物疫病，亦可根据地方疫病流行情况纳入

变行业监管远落后于行业发展增速的现状，促进宠

强制免疫。

物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3.6

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倡导规范养宠
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不断提升，宠

物消费能力日益提升，而宠物消费的提升正是宠物
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因此消费者的理性宠物消费和
规范养宠对宠物领域监管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针
对养宠，近年来多地颁布了养犬管理法律法规，对
规范养犬、文明养犬进行了严格规定，但收效甚微，
究其源头，主要是养宠规范的不完善、养犬制度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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