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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加强进境野生动物
检疫监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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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贸易的广泛关注。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可将野生

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带到新的环境并传播，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为进一步加强进境野生动物检
疫监管，强化人兽共患病源头控制，本文对野生动物源性疫病防控形势和当前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中面临的
挑战进行分析，并就做好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工作，提出制度优化、关口前移、加强监管、联防联控等方面
的建议，以期提升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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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dlife，especially wildlife trade，was considerably concerned again due to COVID-19. Pathogens

carried by wildlife might be taken to a new environ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wildlife trade and then spread away，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health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of imported wildlife，and to strictly control all possible sources of zoonosis，the statu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ildlife diseases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current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of imported wildlife were analyzed in the
paper，an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system optimization，bringing customs forward，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etc. were proposed on how to make efforts to quarantine and control imported wildlife，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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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的生产生活

国家野生动物研究中心发表论文 [2] 称，美国东北

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也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尤其

部超过三分之一的白尾鹿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表

[1]

是野生动物贸易的广泛关注 。野生动物国际贸易

明它们已经感染新冠病毒，这是首次发现野生动物

可将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带到新的环境，并可能

广泛暴露于新冠病毒。“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在人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多个阶段传播，一旦引发疫
情就是重大的社会问题。2021 年 7 月 29 日，美国
收稿日期 ：2021-09-14

修回日期 ：2021-09-19

易公约”秘书处秘书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重新审视野生动植物贸易
领域的政策和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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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证实感染人类的病原体多数来源
于野生动物。也有学者预测在 5 486 种哺乳动物中

效药物和特异性治疗方案，引起的病死率高，一旦
发生疫情，极易引发社会恐慌 [10]。

尚未被发现的病毒可能高达 32 万种 [4]，许多野生

多年来，我国采取进境前申请进境动植物检

动物可能成为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源头。这些野生

疫许可证和开展境外预检，进境时实施口岸检疫，

动物源性疫病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进境后实施隔离检疫的工作模式，确保了进境野生

[5-7]

。

动物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大大降低了动物疫病传入

本文分析了野生动物源性疫病防控形势，以及当前

我国的风险 [1]。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中面临的挑战，从而提出进

和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动物疫病特别是野生动物疫

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工作相关建议，以期对加强进

病跨境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分散和隐蔽，这也使得

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提供支持。

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面临诸多挑战。

1

2.1

已严重威胁到生态平衡、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

野生动物源性疫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

1.1

传统野生动物源性疫病的威胁持续存在

进境风险分析缺乏理论和数据支撑
进境野生动物来源国家广泛、种类繁多，携

鼠疫、狂犬病和禽流感等传统的野生动物源性
[5]

带的病原体种类也更加复杂。虽然国内外已对野生动

疫病，曾经给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灾难 。

物疫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基础研究不够 [11]，对

近年来，这些疫病在全球范围内仍不断发生，而且

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特别

[7]

是缺少对可能携带的未知病原的检测与监测 [6]。这

有些还造成严重后果 ，疫情形势依旧严峻。
新的野生动物源性疫病不断出现

1.2

随着对野生动物源性疫病的深入研究

一领域未知的内容还很多，导致开展进境风险分析
[6-7]

，人

以及商签双边议定书的难度较大，相关检疫准入工

们发现野生动物体内携带大量未知病原体，当外界

作繁重。

环境发生变化时，一方面携带的病原体可诱发新的

2.2

进境口岸分散，检疫力量不均衡

传染病，如近年来新发或重发的埃博拉、西尼罗河

目前野生动物进境口岸多且分散，各个口岸

热、SARS 等都来源于野生动物；另一方面携带的

检疫力量不均衡，有些口岸检疫条件相对简陋，实

病原体也会通过变异重组产生新的血清型，比如高

验室检测力量薄弱，血样等检测样本需要外送，样

[8]

致病性 H7N9 流感等 。
1.3

野生动物源性疫病跨境传播更加迅速

本的采集、包装、运输等过程都可能产生安全隐患。
目前虽然海关总署已明确要求，进境野生动物检疫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以及人类活动

工作人员需要具备高级兽医签证官或专家现场查验

范围扩大，人类和携带病原体的野生动物接触更加

岗资质，但仍存在专业资质人员不足的情况，其在

频繁，世界范围内的野生动物源性疫病愈演愈烈。

辨识野生动物种类、现场检疫、抽采样等专业性较

如埃博拉出血热，1976 年人类首次在非洲的刚果

强的工作上，易产生一定的生物安全风险。

民主共和国发现该病，近年来该病毒传播范围已从

2.3

非洲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并在蝙蝠和猪体内检测到
[9]

隔离场建设基本要求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提升
海关总署下发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进境野生

该病毒 。

动物隔离场建设的基本要求，如《进境陆生野生动

2

物指定隔离检疫场基本要求》《进境小动物指定隔

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中面临的挑战
目前对野生动物源性疫病尚缺乏有效的预防

离检疫场基本要求》《进境演艺、竞技、展览及伴

控制手段。绝大多数野生动物源性疫病缺乏有效的

侣动物指定隔离检疫场基本要求》等。虽然这些建

疫苗，对野生动物也缺乏有效的接种方式，没有特

设要求基本能满足目前隔离检疫的需要，但面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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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严峻的野生动物源性疫病防控形势，其中的一些

已有传统贸易和新增贸易严格开展风险分析，对现

建设要求，如场址选择、场内功能区设置、饲养设

行双边协议、通用检疫卫生要求进行梳理，有条件、

施和配套设施等规定的比较笼统，不够细化，还有

有步骤地开展更新工作；严格规范进境野生动物境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外预检工作机制，特别是对于首次进口，需派员实

多数新发疫病难以预测，无法作出快速诊断

2.4

和响应
新发疫病的症状一般具有不确定性，对其缺

施境外预检工作。
加强监管，筑牢进境口岸检疫防线

3.3
3.3.1

实施特定进境口岸制度
[13]

根据目前陆生野

、韩国 [14] 等国家的

乏检测方法储备，因而无法对其作出快速诊断和响

生动物进口情况，参照美国

应 [12]。此外，有些野生动物疫病（如袋鼠疱疹病

做法，建议对陆生野生动物只能从具备相应设施设

毒肝炎）目前无相关的检测标准和检测试剂，一些

备、专业人员和实验室检测能力等条件的特定口岸

实验室根据需要建立了自己的检测方法；有些检测

进境，实施相对集中的进境口岸管理模式。一方面

试剂有多个生产厂商，不同口岸检测实验室所用的

集中这些口岸优势检疫力量，节约监管资源；另一

检测试剂也会不同。上述情况都易导致检测结果出

方面尽量减少疫情暴露面，加大检疫监管力度。

现偏差。

3.3.2

境内长途运输过程存在疫病传播风险

2.5

提升检疫隔离场所监管条件

对照林业部

门《野生动物饲养场总体设计规范》（LY/T2499—

多数野生动物隔离场位置偏远，入境口岸距

2015）和其他相关规范，进一步提升隔离场建设要

离隔离场也相对较远，甚至分属不同关区。长途运

求。同时提高口岸隔离场所的信息化水平，加强隔

输行业推荐标准为 1998 年国家林业局出台的《活

离场所的日常监管和考核，建立动物日常动态远程

体野生动物运输要求》，但其不具有强制性，以致

监控系统，发挥“互联网 + 现场”的互补优势，

野生动物进口商往往根据动物种类和数量，临时租

提高监管效能，优化监管资源。

用车辆，而生物安全防护、动物健康与福利等没有

3.3.3

保障，也可能会产生疫病传播风险。

一方面针对目前进境野生动物情况，参照《陆生野

3

生动物疫病分类与代码》（LY/T1959—2011），

3.1

进一步提升进境野生动物检疫监管的思考
制度优化，积极参与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工作，

形成部门监管合力

加强进境野生动物源性疫病检测和监测

按其动物分类分别确定需要检测的项目；另一方
面，野生动物也是许多不为人知的病原体的“天然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

储存库”，建议在进境野生动物中开展未知病原体

确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野

监测，从源头上及时发现未知病原，为疫病溯源与

生动物保护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目前都

进化以及传播机制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在修订过程中，其修订也应把生物安全理念融入其

3.3.4

合理布局实验室网络体系，提升检测能力

中。海关要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出境

和水平

一方面要健全野生动物源性疫病实验室监

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修订工作，在维护生物安全

测网络，充分利用海关系统现有检测资源，建设国

的理念下，加强进境野生动物保护和检疫监管，既

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区域实验室等不同级别的野生动

要厘清与其他监管部门的管理边界，又要加强在执

物源性疫病检测实验室，并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

法中的衔接配合，推动野生动物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加强野生动物源性疫病检测技术研究，开展快速、

3.2

关口前移，完善检疫准入机制
进一步完善进境野生动物检疫准入机制，对

便捷且高通量的新型检测方法研究 [12]，建立适合
口岸现场快速诊断的低成本胶体金试纸检测技术和

76

兽 医 管 理

2022 年第 39 卷第 1 期

秘 书 长 伊 沃 妮· 伊 格 罗 [EB/OL].（2020-07-14）

适合实验室大规模病原排查的高通量筛查技术、高

[2021-09-02]. 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

灵敏度集成化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和分子诊断新产
品，提升检测能力和水平。
3.3.5

规范进境野生动物运输要求

参照林业部

门制定的野生动物运输相关标准，明确进境野生动
物运输车辆的基本条件，既要考虑防疫要求，也要
重视动物福利。如：载重、空间、温度、空气过滤
等应与所运输的动物大小、数量相适应；厢壁及底

gd/10000166/20200714/38487693.html.
[4]

学，2013，7（3）：94-95.
[5]
[6]

门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多部门以及多学
科的协同联动；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公约框架
内，积极寻求与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国外政府

何宏轩 . 野生动物疫病学概论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9-16.

[8]

LAM T T Y，WANG J，SHEN Y Y，et al. The genesis
and source of the H7N9 inﬂuenza viruses causing human
infections in China[J]. Nature，2013，502（7470）：

联防联控，形成防控合力
秉承“One Health”理念，加强与国内相关部

秦思源，孙贺廷，耿海东，等 . 野生动物与外来人兽
共患病 [J]. 野生动物学报，2019，40（1）：204-208.

[7]

清洗、消毒设备等。
3.4

夏咸柱 . 野生动物疫病与公共卫生 [J]. 动物保健，2006
（7）：21-26.

部耐腐蚀、防渗漏；具有防止动物粪便和垫料等渗
漏、遗撒的设施，便于清洗、消毒；随车配有简易

赵熙熙 . 哺乳动物或携带 32 万种未知病毒 [J]. 前沿科

241-244.
[9]

W E I N G A RT L H M ， N F O N C ， K O B I N G E R G .
Review of ebola virus infectionsin domestic animals[J].
Developments in biologicals，2013，135：211-218.

[10] 夏咸柱，樊代明 . 外来人兽共患病防控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3-89.

主管部门的沟通合作，尤其是与主要贸易国家建立

[11] 彭鹏，初冬，耿海东，等 . 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

长效沟通机制，及时共享野生动物监管信息，交流

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 [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

检疫技术和检测试剂，为科学规范野生动物贸易流

学版），2020，44（6）：20-26.

程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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