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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制定的《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不仅是各国 / 地区开

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应遵循的国际标准，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指定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必须遵循
的准则。《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的改动直接影响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执行，其制修订导向决定动物及其产品国

际贸易发展趋势。通过跟踪、参与 2021 年版《陆生动物卫生法典》制修订工作，梳理了无疫区、禽流感、动物
福利等国际标准制修订概况、影响和趋势，以期促进行业了解熟悉动物相关国际贸易规则，加强兽医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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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Terrestrial Code）prepared by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o be followed by countries/regions
for conduction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but also a criterion necessar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as designated by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would be directly aﬀected by any changes to the Terrestrial Code，especially its direction would be subject
to any development or amendment of Terrestrial Code. For the purposes of facilitating the industry to be aware of and
familiar with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ubsequently strengthening veterinar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amendment，influenc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disease free zone，avian
influenza and animal welfare were summarized by the authors who participated in and traced the development and
amendment of Terrestria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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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标准作为世界“通

《法典》包括兽医体系管理、动物疫病防控、兽医

用语言”，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

公共卫生、动物福利等多个方面，覆盖兽医工作全

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世界

链条。《法典》每年都会进行修订，即便个别字眼

动物卫生组织（OIE）制定的《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的改变有时可直接影响国际贸易执行和兽医卫生管

[1]

（简称《法典》） ，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指

理，其制标导向更是引领兽医工作发展方向。我

定的、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必须遵循的准则。

国自 2007 年恢复在 OIE 的合法权利后，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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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66 条，就吸收和发展了 OIE 的要求和理念，

易造成影响。新修订标准着重在保护区基础上增加

将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制度、动物疫病监测和疫情预

了“临时保护区”相关内容。临时保护区与保护区

警制度、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动物疫病净化消灭

在建设原则、功能、措施、批准方式等方面一致，

规划、官方兽医制度建设等内容上升到法律层面。

二者主要区别在于：临时保护区突出临时属性，最

不过，我国在 OIE 标准制修订工作中依然存在参

多只能设置 24 个月，而保护区可以永久。一旦动

与多、主导少、话语权不高、企业关注低等问题。

物疫情风险降低应取消临时保护区，如果 24 个月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国家加快构建

后疫情风险仍存在，则应建立永久性保护区。实际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操作中，无论保护区还是临时保护区，一旦区域内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更好地制定和运用 OIE 国际

发生动物疫情或实施应急免疫，则保护区成为感染

规则，提升国内动物卫生工作水平，促进国际合作，

区；如若保护区和无疫区内日常措施执行到位，且

保障畜牧兽医行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兽医工作亟待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及时建立控制区控制疫情范围，

解决的问题。

则无疫区内无疫状态不受影响，从而实现无疫区内

在 2021 年 5 月 OIE 第 88 届国际大会上，讨

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顺利开展。

论通过了 15 项《法典》相关标准，其中 2 项为新增，

1.2

13 项为修订。本文系统梳理 2021 年版《法典》制

10.4 章）

修订概况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引领动物及其产品高

禽流感标准缩小至高致病性禽流感标准（第
禽流感具有公共卫生意义，对国际贸易有重

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参考。

要影响。自 2006 年起，OIE 将 H5、H7 亚型禽流

1

感（包括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和其他亚型高致

《法典》制修订情况
长期以来，OIE 标准旨在消灭动物疫病病原，

病性禽流感共同列入标准中，明确其通报要求、

同时便利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更关注前者。例如，

监测要点和贸易措施。国际贸易中，一旦发生高致

OIE 通过无疫认证等方式鼓励和促进各成员消灭动

病性禽流感，其他成员通常禁止从疫情国家 / 地区

物疫病。这一理念体现在标准内容上，无论疯牛病

全境或无疫区以外地区进口动物及其产品；如果发

还是禽流感，均采取较为严格的动物疫病通报和国

生低致病性禽流感，通常仅对疫情省份实施贸易禁

际贸易限制措施。但自 2020 年开始，OIE 将促进

令。由于发布禁令后解禁程序复杂且耗时较长，自

国际贸易便利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且病原防控

2017 年起，欧美等家禽出口国主导修改禽流感标

也从以消灭病原为主转向以控制病原传播风险为目

准，努力降低禽流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2021 年

标。这一变化给 2021 年标准制修订带来了重大影响。

版标准较旧版标准作了颠覆性修改，主要体现在以

1.1

无疫区和生物安全隔离区标准中新增临时保

护区（第 4.4 章）

下方面：一是标准题目由“禽流感”改为“高致病
性禽流感”。题目的修改意味着标准范围收缩。

OIE 无疫区制度详细规定了区域内发生疫情

OIE 认为低致病性禽流感缺少感染率、发病率、死

后的补救或疫情前事先预防措施，保护区即措施之

亡率等研究数据，加之实验条件下仅感染低致病性

一。保护区是指在无疫区内部或外部的缓冲区，在

禽流感对家禽健康影响较小，因此标准中删除了低

该区域内强化监测、免疫、动物标识、移动控制等

致病性禽流感内容，要求各国 / 地区不能针对低致

措施，提高动物疫病发现能力，并对保护区内外动

病性禽流感疫情发布贸易禁令。二是增加安全商品

物予以区分。设立保护区的目的是降低动物疫情从

专门条款。所谓安全商品即生产加工方法可以杀灭

周边地区传入无疫区的风险，避免疫情对无疫区贸

病原、不存在传播疫情风险，无论出口国 / 地区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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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状况如何，都允许出口的商品。2021 年版标

活习性、外表样貌等特性没有明显变化”（表 1）。

准中设置了 4 种安全商品，包括在 F0 ≥ 3 的密封

1.3.2

容器热处理禽肉产品；挤压工艺制成的干燥宠物食

一词在 OIE 标准中反复出现，新修订标准按照是

品和外表经挤压工艺加工的商品；化制的肉骨粉、

否与其他家禽 / 家禽设施接触为依据重新界定了家

血粉、羽毛粉、禽油；经水洗、熏蒸、干燥的家禽

禽定义和范围。主要改动包括：一是将圈养且用作

和其他鸟类的羽毛和羽绒制品。三是降低国际贸易

商品的野鸟视为家禽，这一修改与上述圈养野生动

卫生措施要求。例如，旧版标准规定无疫区发生疫

物一致。二是进一步明确用于狩猎的鸟属于家禽。

情后 3 个月方可恢复无疫状态，新修订标准则降为

狩猎在美国、加拿大以及非洲、欧洲等一些国家 /

28 d（即一个禽流感潜伏期）。再如，旧版标准从

地区是被法律认可的合法活动，一些鸟类在饲养一

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进口活禽、初孵雏、精液等高

定时间后被放生，以供狩猎使用。三是删除后院鸡。

风险产品，均要求需将家禽饲养在无疫区至少 21 d，

由于自家后院饲养且自家食用的鸡不存在与其他家

而新修订标准则只笼统要求家禽来自无疫区即可，

禽或家禽设施接触的情况，因此后院鸡不列入家禽

不规定在无疫区饲养或停留具体时间。

范畴（表 1）。

重要术语定义更新（术语章节）

1.3
1.3.1

改变圈养野生动物范畴

1.4

2018 年，随着非

明确界定家禽判断依据

家禽（poultry）

新起草的动物福利和蛋鸡生产体系标准未获

通过

洲猪瘟全球蔓延，OIE 修订了相关标准，对家猪和

目前，OIE 陆生动物福利标准共 14 项，覆盖

圈养野猪实施非洲猪瘟防控，在无疫区政策、进出

动物养殖、运输、屠宰等环节，以及流浪犬控制、

口管理、非洲猪瘟监测等方面区别于野猪和野化

实验动物使用等工作，其中养殖环节动物福利标准

猪。由此，OIE 进一步明确“圈养野生动物（captive

包括肉牛、肉鸡、奶牛、生猪、马、爬行动物等方面，

wild animal）”定义。旧版标准中圈养野生动物

尚缺少蛋鸡养殖福利标准。2021 年提交审议的《动

是指：被捕获或在人类直接监督 / 控制下生活的动

物福利与蛋鸡生产系统》标准，其内容具体包括：

物，与野生动物相比，其生活习性、外表样貌等特

一是饲养模式，将蛋鸡生产系统划分为室内、室外

性没有明显变化；多指动物园动物和宠物。但实际

和带运动场饲养系统等 3 大类；二是评价指标，明

工作中，圈养野生动物多用于提供肉类或皮毛，例

确了行为、外观、生产性能和异常情况 4 大类共计

如，《国家遗传资源目录》中提到的鸵鸟、水貂等

26 项评价指标；三是福利建议，在饲料饮水、鸡

特种畜禽。考虑到这一矛盾，新修订的“圈养野生

舍条件、环境管理、健康管理和人员管理等方面提

动物”从定义中删除了动物园动物和宠物，以及不

出了 24 条福利管理及措施建议。审议中争议较大

允许屠宰等内容，仅笼统保留了“被捕获或在人类

的部分集中在福利建议部分的鸡舍条件，俄罗斯、

监督 / 控制下生活的动物，与野生动物相比，其生

韩国等部分成员认为鸡舍中设置沙浴池、觅食区、

表1

2019、2021 年版《法典》重要术语对照

2019 年版
圈养 动物表型未因人类选择而发生显著改变，但被捕获或在人类直接
野生 监督 / 控制下生活的动物，例如采取种群饲养等管理，不可屠宰等保
动物 护措施。包括动物园内的动物和宠物
包括散养禽在内的所有饲养禽类，用于生产食用肉、蛋或其他商业
制品，或用作狩猎猎物、种禽、斗鸡等。上述用途之外的其他圈养
家禽
禽类均不视为家禽，如用于表演、比赛、展览、竞赛的禽鸟，或为
繁殖或销售此类禽鸟以及宠物鸟而饲养的禽鸟

80

2021 年版
被捕获的或在人类监督 / 控制下生活的动物，与野生动物
相比，其生活习性、外表样貌等特性没有明显变化
所有饲养作为商品用途的鸟类，以及饲养用作猎物的鸟。
后院鸡只作为本家庭食用的不是家禽，因其没有直接或
间接与其他家禽 / 家禽设施接触。其他用于表演、比赛、
展览的鸟类，和动物园的鸟类、宠物鸟均不是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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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箱和栖架等设施要求过高，应允许采用传统笼

福利标准。2016 年 ISO 也发布了首个动物福利标准。

饲养；而欧洲一些动物福利水平较高的成员则认为

近年来，欧盟致力于推动动物福利纳入 OIE 标准。

标准中对这些设施描述笼统、要求过低。最终，该

未来，满足动物福利要求的畜禽方可出口，将会大

标准未获通过。

幅提高动物及其产品贸易门槛，使其成为继兽药残

1.5

其他标准修订情况

留、动物疫病之后新的贸易技术壁垒。虽然动物福

除此之外，为加强标准之间协调性和前后一

利标准数量不断增加，但业界对动物福利定义和措

致性，2021 年版 OIE《法典》还对其他 11 项标准

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OIE 将动物福利笼统地定义

作了修改，主要包括：一是各成员自我宣布无疫的

为：与动物生存或死亡条件有关的身体和精神状

动物疫病病种从 OIE 名录疫病扩大至非名录疫病；

态。不过，通过升级饲养设施、降低饲养密度能否

二是新修订的古典猪瘟标准与非洲猪瘟和官方无疫

实现动物福利尚无定论，甚至有人指出动物福利所

认证等标准协调一致，强调野猪和野化猪感染古典

推崇的散养模式，使动物更容易暴露于病原、污染

猪瘟不影响古典猪瘟无疫区状态和国际贸易；三是

物和其他危害（环境因素、捕食者等）之中 [2]。正

将小反刍兽疫标准作为其他标准模板，在内容和结

因动物福利理念存在争议，且升级饲养设施、降低

构上与官方无疫认证标准相协调，修改了无疫状态

饲养密度等方式成本较高，因此动物福利标准一直

维持、官方控制计划审批等内容。

处在争议中。本次 OIE 全体大会蛋鸡生产动物福

2

利标准未被通过，正体现了这些不一致。

《法典》制修订趋势

2.1 动物疫病由消灭向控制转变的新趋势初步形成

OIE 开始注重标准实施

2.3

为尽可能消除国际贸易障碍，实现动物及其

作为 OIE 第七战略核心内容，2019 年开始，

产品国际贸易透明化，近年来，OIE 从无疫区、禽

OIE 启动国际标准观察站建设，以《法典》中禽流

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影响国际贸易的核心标准

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古典猪瘟、非洲猪瘟等

入手，初步形成了以压缩病原范围、放宽卫生要求、

5 种动物疫病为抓手，评估各成员落实 OIE 标准情

设立安全商品、增强无疫区灵活性等为代表的标准

况，主要包括动物疫病防控、兽医体系建设和国际

制修订趋势。这一改变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

贸易等方面。从目前形成的禽流感、口蹄疫两份评

动物及其产品出口。同时，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

估报告看，风险评估繁琐、区域化管理不被认可、

忽视。以禽流感为例，删除 H5/H7 低致病性禽流

疫病通报不透明等问题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

感后，各成员将从思想上放松防控意识，极有可能

素或工作短板。可以预见，一方面，OIE 会根据评

造成病原随动物及其产品在全球传播，加之其公共

估结果有针对性调整 OIE 标准制修订工作重点；

卫生危害，一旦人员感染，可能导致全球公共卫生

另一方面，OIE 也会在国际活动中对标准落实评估

危机。此外，鉴于家禽生产中经常存在种蛋长途运

结果加以利用。

输的情况，降低国际贸易中卫生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3

如果疫区饲养的种鸡产蛋后运输至无疫区孵化，按

3.1

照新修订的 OIE 标准则符合“从无疫区出口”的
产品，存在动物疫病跨境传播风险。
2.2

动物福利成为国际标准争论焦点

参与和运用《法典》的建议
进一步完善并运用好区域化管理制度
无疫区和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疫小区）等区

域化管理制度建设可从整体上提高动物养殖水平，
促进兽医机构和兽医实验室规范化建立和运行。近

欧盟推行动物福利 30 余年，先后发布了动物

年来，OIE 不断完善区域化管理制度，提升各成员

福利通则以及蛋鸡、肉鸡、肉牛和生猪等动物最低

对其接受度，强化其对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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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作用。当前，我国已建立 4 个无疫区，分别是吉林、

3.3

海南无口蹄疫区，山东胶东半岛无口蹄疫和高致病

修订的积极性

调动协会、企业、科研机构参与国标标准制

性禽流感区，广州从化无规定马属动物疫病区。同

《法典》制定过程有多个协会 / 组织参与，例

时，在山东、福建、河南、宁夏分别建立了 6 个无

如国际奶牛联盟、国际肉类协会、国际蛋业协会、

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区，在 25 个省建成 62 个无非洲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等；出台的标准是动物及其产品

猪瘟小区。我国应利用好区域化管理这个抓手，按

贸易应遵守的国际准则，涉及国际贸易方方面面，

照 OIE 标准进一步完善相关保护区、控制区等设置，

从出口前动物疫病监测和检疫，到饲养、运输、屠

加强与贸易伙伴之间区域互认，提升已建成无疫区、

宰不同环节卫生要求，对企业生产有直接影响。标

生物安全隔离区对外贸易和畜产品市场竞争力。

准是否适用、是否影响我国贸易和动物卫生安全，

3.2

警惕低致病性禽流感对动物卫生和人类健康

协会和企业在其中理应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应充分
调动我国畜牧兽医相关协会专业人员参与 OIE 标

的影响
拟修订的标准不但删除了低致病性禽流感，

准跟踪、评议；同时，整合科研机构人员力量，从

而且降低了国际贸易中高致病性禽流感相关生物安

科学角度有针对性开展国际标准跟踪研究，就动物

全要求。考虑到禽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传播媒介

福利、具体动物疫病标准形成高质量意见。

多、防控困难且易变异。一方面，当前部分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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