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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进出境动物检疫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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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深入了解中国与蒙古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制度，促进贸易开展，对双方进出境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的

主要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蒙古国进出境动植物及动植物原材料、
产品检疫法》进行比较，并分析各自特点。对比发现：中蒙两国动物检疫法在基本情况、立法目的、被检疫对象、
境外检疫要求、检疫审批、进境检疫、出境检疫、过境检疫、旅客携带邮寄物检疫、运输工具检疫以及各方权
利和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基本一致。但蒙古国检疫法规定对进境、出境或过境的动物及动物产品须进行专门风险
分析，而我国没有对风险分析相关内容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进行规定 ；蒙古国对不同动物分类规定了不同的

境外隔离检疫期限，而我国仅以双边签署的议定书形式进行规定，期限大多统一为 30 d ；蒙古国按旅客携带动

物、动物产品，如果来自严重动物传染病的国家 / 地区，则禁止进境，而我国则禁止携带、邮寄几乎所有的动
物及其产品，这种一律禁止的做法过于机械。由此建议，我国需在法律层面作出进出境动物检疫风险分析和可
接受风险的规定，并提高管理能力，根据不同动物风险等级设定隔离检疫期限，调整携带、邮寄物的检疫措施，
加快推进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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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learn the systems of entry and exit animal quarantine both in China and Mongolia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he main laws concerning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its product
quarantine including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and the Law of Mongolia on Entry and Exit Animal and Plant，Their Material and
Product Quarantin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in respect of general information，legislative
purpose，objects to be quarantined，quarantine requirements outside the territory，approval，quarantine of entry，
exit，transit，materials carried or posted by passengers and means of transport as well a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the above laws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However，specific risk analysis should b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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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try，exit and transit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as stipulated by the law in Mongolia，while relevant contents
of risk analysis were not involved at the level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n China ；a quarantine period

outside the territory was deﬁned subject to animal populations in Mongolia，but it was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bilateral
protocol in China，generally for 30 days ；animals or their products carried by passengers from countries or regions

where any serious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s present were forbidden to enter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while almost no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were allowed to be carried or posted into China，the rule was mechanical. Therefore，it was
suggested to stipulate the conduction of risk analysis for entry and exit animal quarantine and acceptable risk at the level
of legislation，improve the capacity of management，deﬁne a quarantine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isk level of diﬀerent
animals，adjust quarantine measures for carried or posted materials and push forward possible revision to the laws on
entry and exit animal quarantine.
Key words ：law on entry and exit animal quarantine ；China ；Mongolia ；comparison

蒙古国是我国的邻国，是“一带一路”沿线

经国家大呼拉尔（议会）批准实施。蒙方检疫法是

国家。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合作

蒙古国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重要法律，与

[1]

伙伴、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和援助提供国 。中蒙双

《蒙古国宪法》《国家监督检查法》《边境法》《牲

方在畜牧业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近年来，两国

畜健康保护法》等共同构成蒙古国进出境动物检疫

在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保持了较快的发

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展速度。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2018 年中国从

是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的根本依据，1992 年实施，

蒙古国进口动物及动物产品（包括水产品）金额从

与其配套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

1.44 亿美元增长到 2.72 亿美元，增长了 88%，主

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于 1997 年实施，涵盖了进出

要产品为马肉和羊毛；对蒙古国出口金额从 1 600

境动物及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的全部内容，与《中华

万美元增长到 2 900 万美元，增长了 81%，主要产

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品为禽肉和动物饲料。基于两国政治和经济方面合

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

作的不断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重大

双方在动物产品贸易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为深入了解蒙古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制度以及

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

与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制度间的差异，从而促进两

理条例》等共同构成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律体系。

国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的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

2

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简称

2.1

中蒙进出境动物检疫法比较
基本情况

中方检疫法）和《蒙古国进出境动植物及动植物原

蒙方检疫法于 2002 年 11 月 颁布，2012 年 12

材料、产品检疫法》（以下简称蒙方检疫法）的主

月修订，共 8 章 32 条，包括：进出境检疫，旅客

要内容进行比较，并分析各自特点，继而提出做好

携带物和邮寄物检疫，装载动物、运输工具检疫，

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进出口前认证监管，风险分析、评估和可接受风险，

1

公民、法人权利和义务等。中方检疫法 1991 年 10

中蒙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律体系
1992 年，蒙古国建立了基于大陆或罗马 - 日

月颁布，共 8 章 50 条，包括：进境检疫、出境检疫、

耳曼传统民法制度的宪法法律制度，并保留了原苏

过境检疫、运输工具检疫以及旅客携带、邮寄物检

联法律制度的一些特点。蒙古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

疫等。1996 年 12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

成文法、国际条约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决议）

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进

等，通常由议会、内阁成员和总统发起立法草案，

行了细化。蒙方检疫法用专门的章节对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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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和可接受风险进行了规定，这也是《卫生

他动物或动物产品提前 20 d。中方检疫法规定：输

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Agreement of Sanitary and

出国家或地区须无重大动物疫情，符合中国有关法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 协议）中的重要内容。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同时符合双边签订的检疫

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工作是在风险分析基础上，依

协定；需要办理的检疫审批手续应在贸易合同或者

据可接受风险水平进行检疫决策和管理，并通过部

协议签订前办妥；对于报检时间，输入种畜禽及其

门规章制定了《进境动物及动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

精液、胚胎应在进境前 30 d，输入其他动物应在进

规定》。中方检疫法制定时间较早，没有对风险分

境前 15 d。中蒙检疫法都规定了允许进口的前提条

析相关内容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进行规定。

件，都规定了须办理检疫审批产品种类提前办理的

2.2

立法目的
蒙方检疫法的立法目的是调整与进出境动物

期限。
2.5

境外检疫

及动物原材料、动物产品检疫相关的法律关系。中

蒙方检疫法规定：输入蒙古国的活动物须在

方检疫法旨在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其他

输出国隔离检疫，隔离期限为偶蹄动物 21 d、马匹

有害生物传入、传出国境，进而保护农、林、牧、

15 d、家禽 21 d，有其他法律和国际条约另行规定

渔业生产和人体健康，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的除外。中方在双边签署的议定书中规定：活动物

两者相比，中方检疫法的立法目的更明确、清晰，

出口前应在符合要求的隔离场进行隔离检疫，隔离

同时强调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体现了中方

检疫期限一般是 30 d；对在国外生产、加工和存放

保安全、促发展的共赢理念。

动物产品的单位进行注册登记，中方根据需要并经

2.3

检疫范围
蒙方检疫法的检疫范围包括：进出境的各种

输出国同意，可以派检疫人员到产地进行预检和监
装。中方检疫法仅在双边议定书中规定了隔离期限，

陆生动物、水生动物、禽类、蜜蜂等，以及这些动

这一方面导致法律效力较低，另一方面某些商品为

物的精液、胚胎、受精卵、肉、奶、油脂、蛋、皮

传统贸易，不一定都签订了双边议定书，进而缺少

革、血液（血浆和血清）等副产品，还包括各种致

执行依据。

病虫害、繁殖材料、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的转基因生

2.6

进境检疫

物，动物尸体、排泄物、肢体损伤材料，土壤、泥

蒙方检疫法规定在入境检验检疫时，如发现

炭、石头，以及运输和包装材料工具等。中方检疫

动物疑似感染传染病，或发现动物产品腐败变质，

法检疫范围包括进出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

要求对进境动物或产品押运到指定场所实施“暂

疫物，还包括装载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

扣”，最长不超过 21 d；其间对其进行详细检查，

容器、包装物和铺垫物，以及来自动物疫区的运输

并采样送实验室检测，14 d 内反馈检测结果，对于

工具。中方通过部门规章规定了《须办理检疫审批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分情况进行退回、销毁处理或

的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

对动物进行治疗。中方检疫法规定：进口活动物入

基本涵盖了蒙方规定的全部内容，是对法律的补充。

境后应在国家指定的隔离场进行隔离检疫，种用大

双方检疫法检疫对象基本一致。

中家畜隔离检疫 45 d，其他动物 30 d。检出一类传

2.4

检疫审批

染病或寄生虫病的，对同群动物全群扑杀并销毁尸

蒙方检疫法规定：输出国须没有严重的动物

体或退回处理；检出二类传染病或寄生虫病的，对

传染病，风险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进口前要提出申

阳性动物进行扑杀或退回处理。蒙方检疫法对入境

请，偶蹄动物和马匹提前 60 d，家禽提前 40 d，其

检疫规定的比较笼统，存在漏检风险。中方检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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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入境后的隔离检疫及检疫处理规定更加明确，通

物过境许可证”，并规定了运输过程中的防疫措施。

过对疫病进行分类，对不同疫病采取不同的处理方

双方做法基本一致，中方的规定更加详细。

式；出于安全管理的角度，对隔离期限的规定过于

2.10

蒙方检疫法规定：必要时对旅客携带动物、

机械。
2.7

权力（权利）和义务

携带物、邮寄物检疫

动物产品进行初步检查，如发现携带进境动物或动

蒙方检疫法分别规定了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

物产品（经过工业加工的动物产品除外）来自严重

的权力（第五条）、国家监督管理机构的权力（第

动物传染病的国家 / 地区，则禁止进境；当邮寄服

七条）、国家检查员的权力和义务（第八条），同

务部门收到动物或动物产品时，须向动物检疫机关

时规定了公民、法人的权利和义务（第二十八条和

报告，并接受检疫；经初步查验，未发现疫病因子

第二十九条）。中方检疫法规定了口岸动植物检疫

以及腐败变质即可通关。中方制定的禁止携带、邮

机关、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海关等部门在实施动植

寄动植物及产品名录基本涵盖了全部动物及动物产

物检疫法工作中的职责，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品，因更关注安全性和便于执行，以及法律规定存

也进行了明确规定。相对中方检疫法，蒙方用较大

在滞后性，没有纳入产品风险分级和国家风险分类

篇幅对行政主体进行了规定；而中方对行政主体的

的管理理念。

法律责任没进行更多规定，而对于不同行政主体的

2.11

运输工具检疫
蒙方检疫法要求：运载动物、动物产品的运

法律责任，以法律衔接方式进行规定，这样更能体
现检疫法的专业性。

输工具能保证动物、动物产品安全，启运前须做好

出境检疫

相关清洗和消毒处理；对来自发生严重动物传染病

2.8

蒙方检疫法规定：出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须

地区的运输工具实施检疫，并作好消毒、除害处理。

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或双方商定的检疫要求，并签发

中方检疫法要求：对来自疫区的火车、船舶、飞机

检疫证书。中方检疫法规定：输出的动物和动物产

实施检疫，对发现的禁止进境有害生物，要进行熏

品应符合输入国家 / 地区和中国有关动植物检疫规

蒸、消毒或除害处理；对发现的禁止进境动植物和

定，或双边检疫协定，或贸易合同中订明的检疫要

其他检疫物，必须作封存或销毁处理；对来自动植

求；出境前要实施检疫，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检

物疫区的运输工具，要进行防疫消毒处理；经检疫

疫合格或者经除害处理合格并由口岸签发检疫证书

发现病虫害时，对装载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

后，才准予出境。双方做法基本一致，但中方的规

其他检疫物的车辆连同货物一并作除害处理。双方

定更加详细，对防止动植物疫病传出国境，促进对

做法基本一致，中方的规定更加详细。

外经济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履行了国际

3

义务。

3.1

2.9

过境检疫

完善我国进出口动物检疫工作的建议
建立健全基于风险分析的动物卫生适当保护

水平准入体系

蒙方检疫法规定：动物及动物产品过境，须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规定，各国针对国

提前提出过境申请，并获得过境许可。中方检疫法

际贸易中动物、动物产品以及其他检疫物采取的卫

规定：运输动物、动物产品和其检疫物过境的，应

生措施，均应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动物卫生适

当持有货运单和有效的检疫证书，证书由输出国家 /

当保护水平 [2]。风险分析和动植物卫生适当保护水

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凭此报检；运输动

平也是 SPS 协定中提出的重要理念，是各国在制

物过境的，还应提交由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的“动

订检疫政策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蒙方检疫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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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境、出境或过境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要开展风

同动物感染的疫病不同，不同疫病的潜伏期也不同，

险分析，达到可接受水平的产品才能进口，并在第

采用统一期限的做法缺乏科学性。美国、欧盟、澳

六章专门对风险分析进行了规定。我国作为 WTO

大利亚、新西兰等根据进口国家和进口动物种类的

和 OIE 成员，在进出境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中，

不同，设定了 3 d、7 d 或 60 d 不等的隔离检疫期限。

依据风险分析制定检疫政策和实施检疫监管，但对

建议我国结合动物品种和来源国家疫情等因素，在

于动物卫生适当保护水平方面，存在同一类产品检

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科学调整隔离检疫期限。

疫要求不同，同一卫生水平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3.3

调整携带、邮寄物的检疫措施
蒙方检疫法规定，对旅客携带动物、动物产品，

要求不一致等问题。SPS 协议规定，在健康风险相
似的情况下，可接受风险保护水平通常也应该是相

必要时进行检查，对来自严重动物传染病的国家 /

似的，如果采用不一致的风险保护水平，将对国际

地区，则禁止进境。我国发布的禁止携带、邮寄动

[3]

贸易产生歧视或隐蔽的限制 。为了与 SPS 协议

物和动物产品目录，几乎涵盖了除宠物和乳制品外

的规定相一致，建议在风险分析前提下，对同一动

的所有动物及其产品。SPS 协定规定，一旦成员政

物和动物产品，以及来自同一卫生水平的国家 / 地

府决定了其适当的卫生及植物卫生保护水平，该成

区，逐渐统一检疫要求，并不断提高我国风险分析

员不应当选择那些比实际保护需要更严厉，并对贸

能力和可接受风险管理能力。

易产生更大限制的措施。我国制定的禁止携带和邮

3.2

科学设定动物隔离检疫期限

寄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基本涵盖了全部动植物

入境前，蒙方检疫法对偶蹄动物、马、家禽，

及产品。而对于一些加工产品，已不存在疫情传播

分类规定了不同的隔离检疫期限，而我国以双边签

风险，采用一律禁止的做法过于机械，也不便于跨

署议定书形式进行规定，大多为 30 d。在实际工作

境流动。建议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按动物产品风

中，如一些传统性贸易，并非都与出口国家签署了

险级别和来源国家风险等级分类，并对禁止携带物

议定书，导致境外隔离检疫缺少法律依据。对于入

名录进行必要的调整。

境后隔离期限，蒙方检疫法规定入境动物或动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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