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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动物卫生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
官方通报情况综述
王

岩，盖文燕，李卫华，王媛媛，王伟涛，滕翔雁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摘

266032）

要 ：为了解涉及我国动物卫生领域的 WTO SPS 通报情况，分析其特点和发展趋势，对 2020 年上半年全球

动物卫生相关技术贸易措施总体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2020 年上半年全球提交的动物卫生领域 SPS 通报数量大
幅上升，比 2019 年同期增加了 42%，尤其是贸易禁令类通报增加更为显著，增加了 2 倍 ；提交通报的国家或
地区更为广泛，既有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及欧盟，也有俄罗斯、泰国、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 ；通
报的内容主要涉及 COVID-19，其次是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马梨形虫病、口蹄疫等动物卫生事件以及
相关动物卫生标准。分析认为 ：技术性贸易措施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重视，重大卫生事
件是全球动物卫生领域通报的主要事由。我国应加强动物产品贸易国的标准法规跟踪研究以及重大卫生事件的
防控，积极参与 SPS 通报及评议，努力消除 WTO 通报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本文对于我国
加强 WTO 动物卫生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和预警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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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Animal Health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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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tatus of WTO SPS notification concerning animal health in China，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echnical trade measures concerning global animal
health in the ﬁrst half of 2020 was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n the ﬁrst half of 2020，the number of SPS notiﬁcations
concerning animal health submitted had been increased signiﬁcantly through the world by 42%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19，especially the notiﬁcations on trade ban had been tripled ；the notiﬁcations had been submitted by more
countries，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Japan，New Zealand，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as
well as Russia，Thailand，Colombi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notiﬁcations mainly involved COVID-19，
followed by African swine fever（ASF），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HPAI），Equine Piriformis（EP），
Foot-and-mouth disease（FMD）and other animal health events as well as relevant standards.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technical trade measures had been concerned b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including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the main reason for such notiﬁcation was major health events. In China，follow-up study on 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animal product trade as well as the control of major health ev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SPS
notiﬁcation and evaluation should be actively taken part in，so as to eliminate all impacts brought by WTO notiﬁca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Some references were hereby provided to strengthen respons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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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animal health technical trade measures and early war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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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定》（《SPS 协定》）和《技术性贸易措

禽流感的贸易禁令）、日本（18 条）、欧盟（7 条）、
美国（3 条）。我国没有提交通报。

施协定》（《TBT 协定》）规定，各成员制修订

涉及动物卫生领域的 186 条 SPS 通报主要包

本国或本地区可能影响贸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括 三 类： 一 是 技 术 法 规 及 标 准 草 案， 共 40 条，

施、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等措施，且无国际标

占 21.5%； 二 是 进 口 卫 生 标 准， 共 38 条， 占

准或不同于国际标准时，须通过 WTO 秘书处向其

20.4%；三是动物及产品贸易禁令，共 108 条，占

他成员通报相关措施草案，以允许其他成员提出意

58.1%。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动物及产品贸易禁

[1]

见 。WTO 通报也因此成为反映各成员设置技术

令类通报数量大幅度增加，由 2019 年的 36 条增

性贸易措施状况的重要信息。

加到 2020 年的 108 条，增加了 2 倍，主要针对新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技

冠肺炎疫情（COVID-19）发布，如俄罗斯、韩国、毛

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各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调控手

里求斯等多个国家因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了相关通报。

段，是取代传统关税转让、配额和许可证等贸易保

2

护措施的新型贸易措施，已被全球各国认可并广泛

2.1

涉及我国的最新通报情况
通报国家 / 地区和数量

应用，尤其是美国、欧盟等科技水平领先的国家。

据我国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官方评议系统

因此，了解涉及我国动物卫生领域的 WTO 通报情

统计，2020 年 1—6 月，农业农村部联系点共收到

况，分析其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于提高我国应对动

重要的涉农 WTO 通报 214 条，而与动物卫生相关

物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消除技

的通报 22 条，其中亚洲 8 条、美洲 6 条、欧洲 4 条，

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维护我国

非洲和大洋洲各 2 条。通报国家 / 地区及数量为，

的正常进出口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 2020 年

俄罗斯、泰国各 3 条，美国、日本、新西兰、哥伦

上半年我国接收到的动物卫生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

比亚、毛里求斯各 2 条，欧盟、韩国、新加坡、萨

通报情况进行汇总分析，跟踪技术性贸易措施发布

尔瓦多、吉尔吉斯斯坦和秘鲁各 1 条。

的最新动态，以期为政府和出口企业应对 WTO 成

2.2

员有关水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提供参考。
1

全球 SPS 通报情况
2020 年 1 － 6 月份，
全球共提交 SPS 通报 957 条，

通报内容
这 22 条动物卫生相关通报包括，动物及产品

贸易禁令 11 条、技术法规及标准草案 7 条、进口
卫生标准 4 条。通报内容涵盖 COVID-19、非洲猪瘟、

与 2019 年同期（737 条）相比，增加了 30%，其中

高致病性禽流感、马梨形虫病、口蹄疫、水产养殖

提交通报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日本（86 条）、

可追溯和标记系统、动物卫生状况评估和认可标准、

美国（53 条）、欧盟（50 条）、泰国（41 条），

动物源产品卫生要求以及生皮进口等多个方面。

通报数量占整个通报数量的 24%。我国提交通报

2.2.1

17 条，主要涉及食品安全标准。而涉及动物卫生

涉及 COVID-19 的 6 条，涉及非洲猪瘟的 3 条，涉

领域的通报共有 186 条，较 2019 年同期（131 条）

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的 2 条。

上涨 42%。提交通报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是泰

2.2.1.1

国（29 条，针对非洲猪瘟、非洲马瘟、高致病性

COVID-19，俄罗斯提交通报 3 条、毛里求斯 2 条、

动物及产品贸易禁令

11 条贸易禁令中，

涉 及 COVID-19 的 通 报

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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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1 条（表 1）。通报内容都是因 COVD-19，

于保护国际贸易的工具。（2）关于对牦牛及其他

禁止我国活动物出口。随着我国 COVD-19 疫情的

牛科、鹿科、骆驼科品种进行检测的通报。为进一

有效控制，俄罗斯和毛里求斯已取消了相关限制，

步明确品种动物的检测要求，美国食品安全与检验

但是韩国仍限制我国新型冠状病毒间接宿主动物的

局（FSIS）建议修订《联邦法规》（CFR）9，第

出口，并加强了相关严控措施。

352 部分。对牦牛进行定义，并将其列入符合自愿

2020 年上半年针对 COVID-19 的通报禁令

表1
国家

俄罗斯

毛里求斯
韩国

检测条件的“外来动物”名单。这项修正案将正式
允许牦牛产品接受自愿检测，并附有美国农业部的

通报类型

通报内容

紧急通报

对中国珍禽异兽实施临时限制措施

自愿检测标志。FSIS 还提出对未接受强制检查的

勘误通报

延长进口中国珍禽异兽临时限制措施

所有牛科、鹿科和骆驼科圈养物种是否符合自愿条

补遗通报

撤销对中国珍禽异兽实施临时限制措施

件，是否将这些科属物种纳入强制检验物种名单进

紧急通报

实施活动物临时进口限制措施

行评议。FSIS 已经要求对几种物种（牛、羊和山羊）

补遗通报

撤销活动物临时进口限制措施

进行强制性检测。该机构还指出自愿检测的牛科动

紧急通报

限制进口新型冠状病毒间接宿主动物

涉及非洲猪瘟的通报 1—6 月，农业农

2.2.1.2

物以及几种鹿科动物不受联邦肉类检查法的强制性
检测，这些物种包括驯鹿、麋鹿、鹿、羚羊、水牛

村部联系点收到非洲猪瘟相关通报 3 条，分别为《秘

和野牛。

鲁有关禁止进口猪科活动物及其产品的通报》（常

2.2.2.2 日本 上半年共发布了 2 条相关通报：（1）

规通报）、《哥伦比亚有关实施防止非洲猪瘟传入

修订乳及乳制品部级条例有关成分的标准（设定水

及扩散紧急措施的通报》（紧急通报）和《泰国有

牛奶标准）。为进一步明确乳及乳制品的定义和内

关暂停进口中国活猪及其胴体的通报》
（紧急通报）。

容，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MHLW）根据《食

涉及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通报 2 个涉及

品卫生法》第 11 条第 1 款，修订了乳及乳制品部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通报分别为《泰国有关暂停进口

级条例，规定了水牛奶的规格和标准。本修正案在

中国活家禽及家禽胴体的通报》（紧急通报）和《泰

“牛奶”的定义中增加了“生水牛奶”，修改后的

国有关暂停进口活家禽及家禽胴体的通报》（紧急

定义如下：“奶”是指生奶、牛乳、特殊奶、巴氏

通报）。

杀菌羊奶、生羊奶、生水牛奶、成分改良奶、低脂奶、

2.2.2

脱脂奶、加工奶。本修正案的范围包括生水牛奶（新

2.2.1.3

技术法规及标准草案
上半年共提交了 2 条涉及技术法

定义的）、加工过的牛奶、乳制品和由牛奶或奶制

规及标准草案的通报：（1）有关批准隔离区动物

品制成的食物。（2）关于修改家畜传染病防治法

卫生状况评估与认可标准的通报。为遵照 OIE 标

的通报。为加强动物检疫人员的法定权力，提高违

准对动物疫情分区进行认可，美国动植物卫生检

反进出口检疫规定的处罚力度，农林渔业部（MAFF）

验局（APHIS）正在制定相关标准。根据该措施，

修改了家畜传染病防治法案。一是允许动物检疫人

当某外国政府提出分区认可请求时，APHIS 根据

员对上下旅客进行面谈，检查他们的行李内是否有

区域化评估采用的相似因素表进行评估并提供风

动物产品及其他物品；二是在检查过程中，允许动

险评估的相关公告和意见。该措施还增加了其承

物检疫人员对非法动物制品及相关物品进行处理；

认的无疫区疫情复发时所实施的进口限制及 / 或禁

三是提高违反进出口检疫规定的罚款数额，将非法

止规定，及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解除这些限制的规

动物产品带入日本的个人罚款提高至 100 万 ~300

定。这些拟定标准提供了一个在区域化不可行时用

万日元，企业罚款提高至 100 万 ~5 000 万日元；四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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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反前两条的，罚款 30 万日元。

及：（1）国家无动物疫病状态。旧版审议要求出

上半年发布了 1 条有关批准活动

口国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和 H5、H7 低致病

物、胚芽产品及动物源产品卫生要求的通报。为规

性禽流感（LPAI）是法定报告疫病。新版审议重

范这些产品入境欧盟及入境后活动和处理规则，欧

新强调了该要求。（2）农场动物疫病状况。旧版

洲议会及理事会发布了第（EU）2016/429 号法规。

审议要求生产蛋鸡农场没有沙门氏菌感染、无新城

本法规对动物、胚芽产品和动物源产品入境欧盟及

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喉气管炎、禽脑脊髓炎、

入境后活动和处理的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

传染性法氏囊炎、鸡减蛋综合征、禽败血支原体引

2.2.2.3

欧盟

上半年发布了 1 条相关家畜

起的慢性呼吸道疾病、鸡白痢沙门氏菌感染，且在

和水产养殖可追溯登记和标识系统的规定，以明确

出口前最后 3 个月内没有鸭病毒性肠炎和鸭病毒性

家畜和水产养殖可追溯登记和标识系统相关内容。

肝炎确诊病例。新版审议要求生产蛋鸡农场无沙门

该规定适用于从事家畜、水产初级生产、加工、储

氏菌感染史，且在出口前最后 3 个月内没有确诊的

存、销售、进口、出口、展览以及运输的自然人、

新城疫病例。（3）卫生条件。旧版审议要求鸡蛋

法人和其他机构的注册，也适用于根据动物种类来

是干净的、新鲜的和可食用的，并装入一次性包装

鉴定动物，还适用于物种或项目类型的动物、动物

盒中出口。新版审议要求鸡蛋发育完全、干净、新

产品和副产品的流转。该法规不适用于宠物，但农

鲜和可食用；鸡蛋没有添加有害健康的添加剂或着

业和畜牧部根据《动植物卫生法》所规定的健康有

色剂；鸡蛋经适当消毒处理后，放到卫生的容器内，

关物种除外。

用干净的包装材料包装。（4）签发出口农场及鸡

2.2.2.4

萨尔瓦多

上半年共发布了 1 条口蹄疫

蛋货物兽医证明的要求。旧版审议要求所有进口产

疫苗注册、质量控制要求和程序的通报。为规范口

品必须完全符合进口许可证和兽医条件，除非事先

蹄疫疫苗注册和质量控制，哥伦比亚共和国发布了

得到 SFA 的书面批准。每批出口的鸡蛋，应附带

哥伦比亚农业局（ICA）决议草案，本草案对口蹄

出口后 7 d 内有效的兽医证书，或由出口国家政府

疫疫苗注册、质量控制要求和程序进行了修改。

兽医局正式授权的兽医认可，提供托运货物的详细

2.2.3

资料（寄售人、收货人、数量、农场名称和地址）。

2.2.2.5

哥伦比亚

进口卫生标准

2.2.3.1 新西兰 上半年提交了 2 条修改进口马匹

新版审议要求每个养殖场出口的鸡蛋，应附带出口

卫生标准的通报，分别为《新西兰有关修改进口马

后 7 d 内有效的兽医证书。（5）鸡蛋标签。旧版

匹卫生标准的通报》（紧急通报）和《新西兰有关

审议要求每个鸡蛋必须单独贴上 SFA 批准的标签，

暂停进口马科动物卫生标准的通报》（紧急通报）。

以识别生产鸡蛋的农场；标签应使用经批准的食品

新西兰于 2020 年 5 月查出其 2019 年 2 月进口的 1

染料，并使用喷墨设备打印。新版审议要求鸡蛋必

匹马的梨形虫病检测结果为阳性，故拟评估后修订

须贴上由国家主管部门或 SFA 批准的唯一标识码，

其马匹进口卫生标准，在出口前隔离期间进行 OIE

以识别生产鸡蛋的农场。

手册推荐的两项血清学检测：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2.2.3.3

（IFAT）和竞争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cELISA）。

向欧亚经济联盟进口生皮、角蹄等动物源产品的通

2.2.3.2 新加坡 上半年提交了 1 条有关修订食用

报。欧亚经济联盟为规范这些产品的进口，发布了

蛋进口兽医条件的通报。为进一步规范食用蛋的进

决定草案——兽医控制（监督）商品统一兽医（兽

口兽医条件，2020 年 4 月 9 日，新加坡食品局（SFA）

医与卫生）要求第 33 章修改案及海关同盟委员会

发布了《食用蛋进口兽医条件审议》，主要修订涉

第 607 号决定修改案。本通报对向欧亚经济联盟进

吉尔吉斯斯坦

上半年提交了 1 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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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综 述

口生皮、角蹄、肠、毛皮、羊皮、羔羊皮、羊毛、

2019 年 2 月进口的 1 匹马的梨形虫病检测结果为

山羊绒、猪鬃、马鬃，鸡、鸭、鹅及其他家禽羽毛、

阳性。不仅是今年，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

羽绒的条件进行了详细规定。

我国共收到菲律宾、哈萨克斯坦、老挝、韩国等国

3

家关于非洲猪瘟的 8 个动物卫生相关通报 [1]。

3.1

相关思考
技术性贸易措施已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

这些通报将对我国动物产品的国际贸易产生

从通报数量看，全球的通报数量逐年增加，

一定影响，需要积极应对。随着我国 COVD-19 疫

其中 2020 年上半年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1 － 6

情的有效控制，俄罗斯和毛里求斯已取消了相关限

月份，全球共提交 SPS 通报 957 条，与 2019 年同

制，但是韩国仍限制我国新型冠状病毒间接宿主动

期相比增加了 30%，其中动物卫生领域通报 186 条，

物的出口，并加强了相关严控措施。2020 年我国

较 2019 年同期上涨 42%。从通报国家或地区看，

局部地区散发禽流感疫情，但 2 月以后，已无禽流

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积极参与 SPS

感疫情的报道 [3]，而泰国因为我国局部发病而对全

通报。2020 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部联系点收到

国采取禁止进口措施，这并不符合 OIE 有关要求，

的 22 条动物卫生相关通报中，既有来自美国、日本、

需要及时提出评议意见。新西兰是我国的第二大马

新西兰、韩国、新加坡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也

匹进口国，年均进口约 200 匹马 [4]。我国与新西兰

有来自俄罗斯、泰国、哥伦比亚、毛里求斯、萨尔

签订的从新西兰输入马的检疫和卫生条件议定书中

瓦多、吉尔吉斯斯坦和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的。由此

无马梨形虫病的检测要求，现新西兰欲评估后增加

说明，技术性贸易措施作为各国贸易保护的利剑和

IFAT 和 cELISA 两个试验。因此，相关马匹进出

[2]

最重要的非关税壁垒 ，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包括

口企业在进口时应予以关注，加强马匹进口检查，

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而我国在参与通报方面，略显

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被动。2020 年上半年仅提交通报 17 条，内容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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