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卫生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
官方通报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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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性贸易壁垒 /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TBT/SPS），对全球贸易发展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影响日

趋明显。2019 年 1—9 月，我国共收到的涉农 WTO 通报 426 例，其中动物卫生领域相关通报 25 例，通报数量
呈上升趋势；动物卫生相关通报国家或地区涵盖全球五大洲，但欧盟以及菲律宾、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数量较多；
涉及非洲猪瘟的相关通报明显增多，共有 5 例，多为紧急通报。为更好地应对这一形势，需要建立有效的评议机制，
积极参与通报评议；不断完善相关法规、规划和标准，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同时为评议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有效衔接，保证 WTO/SPS 通报评议原则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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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 and construction of open economy are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TBT/SPS）. During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9，a total of 426
cases of WTO notiﬁcation involving agriculture were received by China，in which，25 cases were related to animal
health，and the number of notiﬁcations tended to increase；the countries or regions related to notiﬁcation of animal
health were distributed over all ﬁve continents，mainly concentrating in EU，Philippines，Russia and South Africa；
the number of notiﬁcations related to African swine fever（ASF）was signiﬁcantly increasing，with 5 cases in total，
and most of which were emergent. To better response to the above situation，an effective com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that we c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notiﬁcation and comment；relevant laws，regulations，plans
and standards should be constantly improved to striv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major animal diseases，meanwhile，leg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mment should be provided to effectively connect national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ones，so as to guarantee consistency of the principles of WTO/SPS notiﬁcation and comment.
Key words：SPS；TBT；animal health；ofﬁcial review；technical trade measure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迅速发展的

定和实施，以保护本国产业利益。自世界贸易组

形势下，全球各国不断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

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立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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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关税减让、配额以及许可证等贸易保护措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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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削弱，而具有措施隐蔽、易于采用、实施灵

54

2020 年第 37 卷第 3 期

活等特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全球贸易发展以及

方评议工作，一方面将我国相关的动物卫生领域标

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例如，美国在

准法规，通过国家咨询中心通报给 WTO/TBT-SPS

2017 年出台了 80 多项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

委员会，另一当面对来自 WTO 成员通报的动物卫

[1]

针对我国和加拿大 。

生相关措施草案进行评议，形成中方的书面意见，

目前我国正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发达国

提交相关贸易成员，使其最终生效的技术性贸易措

家对我国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 卫生与植物卫生

施对我国动物及其产品的出口不造成新的障碍，或

措施（TBT/SPS）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正常的出口

最大限度降低或减少对我国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出口

贸易，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据商务部统

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计，2005 年国内 90% 的农产品及食品出口企业受

2

到来自各国的 TBT 影响，每年造成的损失约 90 亿

2.1

动物卫生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最新通报特点

[2]

2019 年 1—9 月，我国农业农村部共收到涉农

美元 ，涉及的产品从最初的蔬菜、水果、茶叶、
[3]

通报数量及占比大幅上升

蜂蜜，到目前的畜产品和水产品等 。

WTO 通报 426 例，其中动物卫生领域相关通报共

1

计 25 例

官方通报评议工作背景
为规范各成员的技术性贸易措施，WTO 制定

[4-6]

，占农业部联系点接收涉农通报总数的

5.9%。其中：第三季度的动物卫生相关通报数量（10

了相关协定对其进行约束：《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例）> 第二季度（9 例）> 第一季度（6 例）；第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

三季度的动物卫生相关通报占比为 8.3%，明显大

《TBT 协定》，涵盖动物检疫、植物检疫和食品安

于前两个季度（表 1）。
表1

全 3 个领域，涉及产品质量、等级和标签特性等方
面，采用 ISO 和 IEC 等国际标准；《实施卫生与
植物卫生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简称《SPS
协定》，涉及食品安全、动物卫生和植物卫生领域，
重点涉及产品安全属性，采用 CAC、IPPC 和 OIE

2019 年 1—9 月动物卫生领域 WTO-SPS/TBS
通报数量统计

时间

通报总数量 / 例

动物卫生相关
通报数量 / 例

动物卫生相关
通报占比 /%

第一季度

111

6

5.4

第二季度

195

9

4.6

第三季度

120

10

8.3

合计 / 平均

426

25

5.9

等制定的国际标准。
上述两个协定是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官方评

2.2

通报国家或地区范围广，但较为集中

议最重要的依据。当 WTO 成员新制订或修订本国

1—9 月共收到其他成员的动物卫生相关通报

或本地区法规，且无国际标准或不同于国际标准，

25 例，范围涵盖全球五大洲，其中欧洲 9 例、亚

有可能对贸易有重大影响时，各成员需要根据《TBT

洲 7 例、美洲 6 例、非洲 2 例、大洋洲 1 例。但通

协定》或《SPS 协定》，将正在制订中的 TBT 或

报主要集中在欧盟（4 例）、菲律宾（3 例）以及

SPS 措施草案通报其他成员，其他相关成员有权对

俄罗斯和南非（均 2 例），而摩尔多瓦、哈萨克斯

其进行官方评议。

坦、韩国、巴西、美国、乌拉圭、新西兰、泰国、

2005 年 7 月 5 日，原国家农业部（现农业农

墨西哥、土耳其、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和巴西各

村部）颁布《关于简化技术性贸易措施官方评议工

有 1 例。

作程序的通知》，设立了 WTO/TBT-SPS 国家通报

2.3

涉及非洲猪瘟相关的通报明显增多

咨询中心农业部联系点，负责制修订或拟定技术性

各成员通报的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包括非洲

贸易措施的通报、答复咨询，及对其他 WTO 成员

猪瘟，以及牛、羊皮、猪鬃、禽肉和蛋制品出口标

通报措施进行研究和评议。其中，中国动物卫生与

准的改变，动物疫病名录、高风险物种名录的修改

流行病学中心负责动物卫生领域的相关评议工作。

和家畜扑杀补偿机制变更等多个方面。其中涉及非

我国开展的动物卫生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官

洲猪瘟相关的通报共有 5 例，明显多于其他内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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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通报类型除《加拿大有关非洲猪瘟二级控制区

分析统计数据可见，近期非洲猪瘟相关的通

相关条件实施令的通报》为补遗外，其他均为紧急

报数量呈井喷式增加，尤其是我国周边国家的相关

通报，分别为菲律宾 3 例、韩国 1 例，通报内容分

通报数量激增，对我国动物卫生相关产品出口贸易

别为《菲律宾有关实施防止非洲猪瘟传入相关兽医

影响较大。可见，动物疫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动物卫

检疫措施的紧急通报》《菲律宾有关实施进口受非

生相关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干扰因素。针对重大动

洲猪瘟影响国家加工猪肉动物蛋白临时禁令的通

物疫病防控，不断完善动物卫生相关法规、规划和

报》《菲律宾有关拟定进口受非洲猪瘟影响国家植

标准，从源头上遏制非洲猪瘟等重大疫病的暴发是

物饲料产品生物安全保障措施的通报》《韩国有关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

拟定非洲猪瘟相关进口申报要求文件的通报》。
自 2018 年 8 月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传播以来，
周边国家对我国疫情和猪及猪制品出口特别关注。
2018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和
老挝先后对我国猪或猪肉产品出口进行了限制或禁
止，相继发布《菲律宾有关禁止进口源自中国家养
猪或野猪及其产品的通报》《哈萨克斯坦有关针对

建议参照《OIE 动物卫生法典》《SPS 协议》
的原则和国际惯例，加紧完善我国动物卫生相关法
律体系，修订《动物防疫法》等重要法规，参照国
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研究制定涉及兽医从业人员
管理、外来动物疫病控制、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和动
物福利等一系列配套法规，为评议工作提供可靠的
法律依据。

中国出口活猪及猪产品等实施临时限制措施的紧急
通报》《 老挝有关暂时中止进口中国猪肉及猪肉
产品的通报》。由于非洲猪瘟是一种全球关注的重
大动物疫病，危害程度较大，周边国家对我国受此
病影响的贸易非常关注，各国都加强了严控措施，
如在进口产品中发现相关动物制品，将一律收缴销
毁。这提醒我国相关出口企业予以关注，避免造成
贸易损失。
3

相关思考

3.1

积极参与通报评议，减少对我国出口贸易的

影响
统计数据分析可见，前三季度我国收到的动
物卫生相关 WTO/TBT-SPS 通报数量逐季度增加，

建议积极开展动物卫生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
为评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截至 2019 年 11 月，我
国已经发布动物卫生相关标准 267 项，涉及动物疫
病防控、动物产品卫生、动物卫生监督、动物疾病
临床诊疗（伴侣动物除外）、动物福利、兽医机
构效能评估等多个领域，覆盖了《OIE 陆生动物诊
断与疫苗手册》中的 99 种动物疫病的 84 种。但仍
要跟踪研究 OIE 动物卫生法典和手册的制修订，
实现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有效衔接，保证 WTO/
SPS 通报评议原则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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