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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动物防疫法律体系特点分析与启示
翟海华，滕翔雁，李

昂，王媛媛，贾智宁，李卫华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摘

266032）

要：我国现已基本构建起以《动物防疫法》为核心的动物防疫法律体系，为依法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推动

动物卫生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国外动物防疫法律体系具有体系健全、操作性强、主体责任明确、
修订及时等特点，指出了我国动物防疫法律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制度配套不完善，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不明确，
法律体系衔接不紧密等问题。这提示应及时修订《动物防疫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配套规章，明确生产经
营者主体责任，加强与其他部门及法律体系的衔接，重视法律宣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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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Systems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levant Enlightenments
Zhai Haihua，Teng Xiangyan，Li Ang，Wang Yuanyuan，Jia Zhining，Li Weihua
（China Animal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Center，Qingdao，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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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ntered o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the legal system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in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ealth.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syste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ere discussed，including soundness，strong operability，clear
responsibilities of main parties concerned and timely revision，etc. Meanwhile，some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imperfect supporting legal system，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of producers
and operators，and incoherent connection of legal system，etc. Therefore，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including
revising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 in time，improving relevant legal systems and supporting rules，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roducers and operators，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with other departments and legal systems，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s.
Key words：legal system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suggestions on legislation；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s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动物防疫立法历史悠

业发展，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保障兽医队伍建设，

久，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形成

维护养殖业安全、动物源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了较为完备的动物防疫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内外动物防疫形势的不

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称《动物防疫法》）作为我

断变化，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新问题。2018 年，

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顶梁柱”，为促进我国畜牧

国家正式启动《动物防疫法》修订工作。本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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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达国家动物防疫法律体系特点，比较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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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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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疫法》修订的有关思考，期望通过不断完善各

物保护法》明确了动物疫病净化消灭工作中，政府

项法律制度，推动畜牧兽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负责确定净化消灭病种、监管净化消灭计划实施并

1

为消灭计划实施提供经费保障等，生产经营者负责

1.1

国外动物防疫法律体系特点
体系健全，覆盖面广
发达国家特别是养殖业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动

支付产地检疫费用，承担消毒、隔离、治疗、销毁、
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再如日本《家畜传染病预防法》

物防疫法律体系建设，其法律体系覆盖面广，配套

中，任何一项工作通常首先明确指出其责任主体，

规章齐备，涵盖“从农场到餐桌”全过程，包括动

有利于建立各个环节的责任倒查机制。

物饲养、生产、屠宰、加工及流通等各个环节。如

1.4

修订及时，适应工作形势

德国制定动物卫生及兽医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有

国外动物防疫法律体系即时性强，如不适应

16 部，法规有 87 部，涉及疫病控制、动物源性食

发展需求，即对其条款进行修正（订）。如美国《联

品安全、兽药管理等 7 大方面；英国涉及动物卫生

邦法典》每年都会修订 1 次，对各项条款因形势变

和福利的法律有 150 多件；美国动物卫生法律、行
政规章都收录于《美国联邦法典》，包括动物卫生
法律有 15 部、行政规章有 134 部，涉及动物卫生
和食品安全工作的各个环节。
1.2

制度具体明确，操作性强
针对每项工作都有专门规范性文件或在法律

中单独设置章节，工作内容、工作程序详细完整，
明确告知相应的责任主体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一是根据上位法设计制定配套规章。如德国，以《动
物疫病法》为基础制定动物疫病防控方面的配套规
章，以《动物保护法》为基础制定动物保护、动物
福利方面的配套规章；二是根据动物防疫工作重点，
有针对性的加强立法。如美国人饮食以红肉为主，
所以美国关于红肉动物的生产、产地检疫、屠宰检
疫等方面制定的行政法规多且详细，美国《联邦肉
类检疫法》从消毒液的配置到可疑病畜的种类都规

化而做出相应调整；日本《家畜传染病预防法》自
1951 年首次颁布以来，至今已修订 13 次，其配套《实
施细则》自 1951 年颁布以来，至今修订了 158 次，
通常是每年上、下半年各修订一次。
2
2.1

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建设存在问题
部分法律制度配套不完善
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

系在系统性、可操作性上有欠缺。部分法律制度仅
提出了原则性规定，无配套的实施细则或规范标准。
目前，部分《动物防疫法》中提及的配套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未制定，如官方兽医管理办法、
动物运载工具等的防疫要求、野生动物检疫、乳用
动物健康标准等，这种立法现状会使得许多工作的
开展无执行依据，各地工作无统一标准。
2.2

部分法律制度缺失或法律依据不充分

定详细，且便于操作；三是在法规中引用标准，增

一是净化、消灭方面，动物疫病净化消灭工

加可操作性。如美国在动物卫生行政规章中引用标

作在现有法律层面缺乏相关规定，需要在法律中及

准内容，有的直接将标准作为规章的正文，直接赋

时补充。二是无害化处理方面，现《动物防疫法》

予技术标准相应的法律效力。

中仅规定了相关场所应当配备无害化处理设施设

1.3

备，以及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根据需要采取无害化

职能清晰，主体责任明确
动物防疫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发达国家有

处理，并未对无害化处理主体责任、处置方式、补

较为明确的分工，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动物疫病监测、

偿机制等进行具体规定，没有留下配套规章接口，

通报、净化消灭等工作中政府、主管部门、生产经

需要修订增加。此外，动物诊疗事故的处理、餐厨

营者的主体责任，有利于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注

剩余物的管理等在《动物防疫法》中也没有相关规

重全过程管理，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如美国《动

定，相关案件处理时缺少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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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产经营主体责任不明确

压实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和其他部门的职责。进一

生产经营者是动物防疫工作的直接参与者，

步在《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规章中明确动物、动

应承担起相应主体责任，而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

物产品生产各环节生产经营者的防疫主体责任，强

中，对养殖、屠宰、运输等生产经营者应该承担的

调其在免疫、监测、检测、无害化处理、疫病净化

法律义务、法律责任表述不明确，缺少有力的惩处

方面的法律责任，加大违法行为处罚成本，提高参

措施，导致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与动物防疫工作的积极性。

2.4

3.4

与其他部门工作、法律衔接不明确
动物防疫工作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动物防

推动相关法律体系衔接协调，强化部门间协

作机制建设
完善与《畜牧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

疫法》中对其他政府相关部门职责的规定过于笼统，
不利于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同时，动物防疫法律

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在动物疫病防控方面的衔

体系与畜牧业、食品卫生、农产品安全等法律体系

接，理顺工作机制。构建“各负其责、各尽其能”

之间衔接不够，如对动物产品运输、经营环节的监
管主体法律规定不清晰，存在多头执法和执法空白
等问题。
3
3.1

《动物防疫法》修订有关思考
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鉴于《动物防疫法》中相关制度存在缺失、

不完善以及不适应当前工作等实际情况，要通过及
时修改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对强制免疫、
动物疫情监测、畜禽标识、动物疫病可追溯管理、
动物及动物产品调运等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对制度
进行调整优化；要补充动物疫病消灭、净化、无害
化处理等制度，明确相应的主体责任和工作机制，
完善法律授权。同时，还要通过对各章节条款的逐
条梳理，补充完善必要的法律责任，着力形成严密

的责任体系，在《动物防疫法》中明确有关部门责
任和法律衔接，如在动物疫病监测制度和动物疫情
通报制度等法律制度中，明确科技、海关、林业等
部门的职责，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协调，做好动物防
疫综合管理，构建协调统一的动物防疫工作机制，
满足新形势下动物疫病防控需求。
3.5

积极开展法律宣贯工作
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提高全民动物防

疫意识和法制观念。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
工作原则，利用网络、电视、报刊、宣传册等全
媒体形式，积极开展动物防疫法律法规政策学习
教育、宣讲解读、案例通报等，着力加强对各类
生产经营者的法制宣传教育，保障全链条上的畜
产品质量安全。

严格、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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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实验室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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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核病（tuberculosis，TB）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引起的一种人兽

共患慢性传染病，其早期诊断和检测非常困难。常规的 TB 实验室检测技术主要是痰涂片和痰培养，这是诊断
肺结核的金标准，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故对其优化和改良是目前 TB 检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主要集
中在硬件设备的升级改造上。近年来，TB 实验检测诊断技术发展较快。核酸扩增方法成为 TB 诊断研究的新方
向，包括环介导等温扩增（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ﬁcation method，LAMP），结核分枝杆菌 / 利福平耐
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Xper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Rifamfampin，Xpert MTB/RIF），交叉引物恒温扩
增（crossing priming ampliﬁcation，CPA），实时荧光恒温扩增（simultaneoous ampliﬁcation and testing method，
SAT）以及 PCR 技术等。免疫学检测技术是 TB 检测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现已研制出两种快速检测方法
T-SPOT.TB 和 QuantiFERON-Gold test（QFT）。还有一些新技术正在研发中，如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
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ﬂ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MS）以及代谢标
记检测、纳米孔测序等。TB 检测手段正由传统的细菌学检查转向免疫、分子诊断等更为精确的方法。然而，不
同诊断方法均有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需采用多种检测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本文对于全面了解多种 TB 检测技
术的优点和局限性，从而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具有帮助意义。
关键词：结核病；结核分枝杆菌；检测方法；分子诊断；免疫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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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Laboratory Technologies for Detection of Tuberculosis
Wang Shuocheng，Zhang Li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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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18，China）

Abstract：Tuberculosis（TB）is a chronic zoonosis caused by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which is very
difﬁcult to diagnose and detect at its early stage. Fortunately，the technologies of TB laboratory testing and diagnosis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s the main conventional testing technologies，smear and cultivation of
sputum are gold standards，but both of the two technologies have some limitations，hence，their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B testing，with an emphasis on upgrading of related hardware
equipment. In order to solve such limitations，nucleic acid ampliﬁcation methods have been studied and explored，
including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ﬁcation（LAMP），Xper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Rifampin（Xpert
MTB/RIF），crossing priming amplification（CPA），simultaneous amplification and testing（SAT）and PCR.
Immunological assays are also used for TB testing，in which，T-SPOT.TB and QuantiFERON-Gold test（QFT）
have been already develope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are also in development，such as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ﬂ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MS），metabolic marker testing，nanopore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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