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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开展兽医体系效能评估的做法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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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同一健康”倡议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构建了兽医体系效能（PVS）评估标准框架，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 PVS 评估工作，持续加强各成员兽医机构能力建设，实现全球动物卫生、动物福利
及公共卫生状况的整体改善。加拿大是 WOAH 成员中为数不多的，较早申请完成 PVS 专家评估并公开发表评
估报告的发达国家之一，以卓越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其世界领先水平的兽医服务能力。加拿大开展 PVS 评估的
经验做法包括 ：运用 WOAH PVS 评估标准理念开展内部评估，通过查找、分析与既定目标或国际标准的差距，
实现重点职能领域核心能力的定向提升 ；通过主动申请 WOAH 专家评估，紧密结合全球发展战略和自身需求，
确定优先改进和发展事项。这些做法启示我国 ：应聚焦核心能力建设，构建科学适用的内部效能评估体系 ；加
强交流协作，建立国家层面的跨部门效能评估协调机制 ；推动联合共治，在重要口岸城市开展联合效能评估试
点工作。本文为我国引进、推广 PVS 评估系统方法，以效能评估为抓手，分步、有序促进国门生物安全核心能
力建设，提升体制机制效能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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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One Health" initiative，a standard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services（PVS）was developed by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WOAH），aiming to improve the levels of
global animal health，animal welfare and public health through vigorously promoting PVS evaluation over the world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members' veterinary services. Canada，as a member of WOAH，
was one of the few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applied to complete the PVS evaluation and published its report earlier，
demonstrating its world-leading capacity of veterinary service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ts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in conducting PVS evaluation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conducting an internal evaluation with the concept
and standard of WOAH PVS evaluation，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ence in key functional areas through ﬁnding and
analyzing the gap with established goals 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determining priorities and developme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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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ctively applying for WOAH expert evalu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ir
own needs. Based on all of which，for China，it was recommended to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competence to
build a scientiﬁc and applicable inter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s and collaboration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cross-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t national level ；and promote
joint governance to carry out a pilot of joi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major port cities. A reference was thus provided
to China to introduce and popularize PVS evaluation，promote the building of core competence for national biosafety
by tak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s an effective means step by step and in order，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eleva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Key words ：veterinary syste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anada ；enlightenment

当前，由动物疫病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对国

进贸易发展为目的开展自我评估；二是以杜绝疫病

际贸易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全球兽医事业面临严

输入隐患，保护动物资源和人民健康安全为原则，

峻挑战。在“同一健康”倡议下，世界动物卫生组

为制定进口政策措施而对出口方兽医体系实施评

织（WOAH）确立了兽医服务的全球公益属性，

估；三是为从外部视角查找差距和不足，收获权威

持续关注成员兽医机构能力建设，着力促进兽医体

发展建议，确立优先发展事项和战略规划或为获得

系效能（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services，PVS）

国际项目资助而主动申请 WOAH 专家评估 [3]。截

的不断提升，以早日促成全球共治的良好局面。

至目前，已有 142 个成员向 WOAH 提出评估申请，

继 1996 年首次在动物卫生法典中提出兽医体系质

[4]
137 个成员已完成 PVS 评估 ，其中大部分为欠发

量评价标准后，WOAH 不断对这一能力建设标准

达或发展中国家 / 地区，其目的多为借助 PVS 评

进行修改和充实，并依据此标准于 2005 年制定出

估查找自身兽医体系存在的短板，力求通过专业建

兽医体系效能评估工具（to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议明确改进方向并依此申请定向国际资助，从而在

PVS，以下简称 PVS 评估工具），在全球大力推

国际贸易中寻求机会。

[1]

广 PVS 评估工作 ，力求借助这一全球一致性系

加拿大是 WOAH 成员中为数不多的，较早申

统评价方法，建立起强大的效能提升机制，为提高

请完成 PVS 专家评估并公开发表评估报告的发达

成员兽医服务效能提供支持，从而实现全球动物卫

国家之一。2017 年，应加拿大政府申请，WOAH

生、动物福利及公共卫生状况的持续改进和完善。

派出专家组，经过历时 19 d 的会谈、考察和走访，

作为一个综合性评价兽医体系运行效能和质

根据 PVS 评估工具程序，对加拿大兽医体系进行

量水平的国际标准，PVS 评估工具涵盖了对兽医

了全面评估。通过这次评估，加拿大兑现了持续改

体系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技术权威性及能力，

进、精益施策的坚定承诺，充分展示了其处于世界

与利益相关方互动关系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等 4 大方

领先水平的兽医服务能力。在受评的 45 个关键能

面、45 项关键能力指标、5 个不同等级的客观评

力中，35 个领域获得了 5 分的最高分级评价，满

估 [2]。各成员依此鉴定其兽医体系现有能力与国际

分项占总体评估标准项的 78%。其兽医体系的绝

标准的差距和有待改进之处，与利益相关方共铸愿

大多数能力被专家组认定为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运

景，规划资源，确立优先事项，制定切实可行的战

行效能处于国际最高水平，没有重大弱项 [5]。

略规划与发展计划。PVS 评估工具的预期应用场

我国是进出口农产品贸易大国。未来国际贸

景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检查既定目标实现情况，

易的加速流通将加大外来动物疫病的跨境传播风

分析内部体系实际效能水平，以提高工作效能、促

险，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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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以“风险”与“开放”为职能重点的国门生

预防性控制计划三大要素规定，建立起更加坚固的，

物安全工作提出了“优化、协同、高效”的必然要

以预防为主的综合性监管方式 [6]。

求。加拿大的实践经验表明，开展 PVS 评估是加

（2）人员配置和管理。2016 年 CFIA 对内部

强核心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本文将借鉴加拿大开

人员配置框架进行了审计，其目的是以优良的人员

展 PVS 评估的经验做法，探讨如何加强国门生物

配置保障业务顺利有效开展。根据审计提出的更新

安全工作核心能力建设，提升体制机制运行效能。

人员配置配套政策，明确问责制度，积极监督实施

加拿大开展 PVS 评估的经验做法

1

通 过 开 展 PVS 评 估， 加 拿 大 兽 医 主 管 机

绩效评估等建议，CFIA 后续完善了人员配置框架
政策和流程，建立了问责监督机制和绩效评估程序，

构 ——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CFIA），不仅以多项

使人员配置在符合机构能力要求、公开公平招录的

职能优势收获了全球贸易伙伴的认可和信任，也从

同时，充分体现了效率和效益，这不仅提振了人

国际权威专家建议中明确了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的可

员信心，也促进了业务目标的实现和工作效能的

持续发展方向，在有效应对粮食和动物资源风险，

提升 [5，7]。

快速适应多变全球贸易环境中占得了先机。而这些
收获源于 CFIA 在以下两方面的经验做法。
1.1

运用 PVS 评估标准理念开展内部评估，提升

核心能力，收获认可信任

（3）预算投入和绩效。在 2015 年完成的投
资规划审计中，加拿大财政部建议 CFIA 在各项业
务计划中，依据风险预判明确 5 年优先事项和战略
并申请预算，同时概述 3 年内以现有资源投资的职

多年来，CFIA 始终坚持在各项工作中推广和

能，并衡量整体投资计划和投资规划的有效性及效

应用国际权威标准。基于风险的内部审计评估在促

率。CFIA 依此实施了改进，依据风险和优先事项

进其核心能力建设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

设立了五年战略投资计划并对已完成的业务计划及

引入系统的 PVS 评估标准框架和循环促进理念，

相关经验教训进行回顾性审查，以指导改善投资

逐步对重点职能领域实际效能水平进行审计评估，

绩效 [5，8]。

并对照 PVS 评估要素的关键能力要求，查找与既

（4）核心技术和能力。加拿大很早就意识到

定目标或国际标准的差距，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完

疫病监测以及早期预警、应急响应、风险分析等是

善，从而分步实现重点职能领域核心能力的定向提

与兽医机构未来适应性最为密切相关的关键能力，

升，为其在 PVS 评估中获得高分、赢得赞誉奠定

以审计、审查和评估为抓手，保障上述核心技术能

了坚实基础。CFIA 审视并重点改进的领域包括：

力的持续提升。例如：通过对陆生动物卫生管控的

（1）法律法规支持和保障。CFIA 制定了为

流行病学监测审计，审查控制程序和措施的有效性，

期 2 年的前瞻性立法审查计划，在考虑潜在风险、

促 进 指 南 的 完 善 和 对 监 测 数 据 的 整 合、 验 证 控

国际标准、优先事项、行业发展的前提下，对目前

制 [9]；通过对召回和应急系统的审查，加强部门联

立 法 实 施 动 态 审 查， 必 要 时 进 行 修 订 或 重 新 起

动，保持应急意识，解决部分地区资源短缺等问

草

[5]

。 例如：为保障《加拿大食品安全法》有效

题。这包括：通过完善突发事件指挥系统（ICS），

执行，将 13 项基于食品商品的法规与《消费者包

建立外来动物突发紧急疾病支持协议（FADES），

装和标签法规》中的食品相关规定整合，于 2018

以促进 CFIA 与相关职能机构、各省主管部门之间

年颁布《加拿大食品安全条例》。通过确立执行食

的沟通和协调，定期在全国或各省范围内与国际合

品企业许可制度、实施可追溯管理和执行食品安全

作伙伴举行模拟演习以及健全应急资金供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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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新技术和风险评估方法，不断审

发的加拿大食品安全信息网络（CFSIN）。这一安

查和更新企业风险分析（ERA）和进口商风险分

全的在线平台连接着全国各地的食品安全主管部门

析（IRA）模型，应用客观数据评估受监管方的食

和食品检测实验室，成为了加拿大首个食品安全的

品安全或动物健康风险水平，通过快速适应新兴

总数据库。CFIA 及其合作伙伴可以通过持续开发

科学趋势、行业风险变化，不断创新技术，提高

的便捷应用工具，利用平台程序实现数据信息的共

[11-12]

享分析以及专业知识、前沿技术；风险情报的及时

（5）与利益相关方互动。与利益相关方的良

获取，为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应对提供了

好互动可促进兽医主管机构各项政策措施获得理解

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6，16-17]。此外，CFIA 在全面推

和支持并有效实行。CFIA 从对利益相关方协商流

行动物信息电子化及终身可追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

程的评估中获得了启发，依据强化信息公开，建立

进展，更完整准确的、信息可追溯的《动物健康条

协商机制及加强联络沟通等建议，构建了协商政策

例》拟议修正案，已于 2022 年春季在《加拿大公报》

和框架并设立各联络点，支持促进与利益相关方的

第一部分预先公布，一旦发布实施将帮助加拿大更

能力

。

双向交流

[5，13]

，为推行兽医领域的社会共治打下

基础。后续，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AAFC）
还计划举行行业圆桌会议，促进政府与行业就面临
的关键问题开展战略合作 [14]。
1.2

有效及时地应对疫病暴发和食品安全问题 [17]。
2

加拿大经验做法带来的启示
我国是农业大国，进出口农产品贸易在国民

经 济 中 占 据 重 要 地 位。2020 年， 我 国 农 产 品 进

主动申请 WOAH 专家评估，收获权威建议，

出口总额达 2 46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8%[18]。据
WOAH 前瞻性预测，到 2030 年全球畜牧产品贸易

改进尚存弱项，寻求更高发展
主动申请 WOAH 专家评估，显示出加拿大对

占比将从现在的 10% 提高至 30% 以上 [19]。在全方

兽医体系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表明了加拿大

位对外开放格局下，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将因此

坚持改进、谋求发展的立场和态度。PVS 专家评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国

估突破了 CFIA 自我审视的局限，借助专业、独立、

际贸易的与日俱增、贸易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令跨

系统的外部程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更加透明、

境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更加分散、隐蔽。不可预

公正的方式，让其全面了解到尚存的短板和弱项；

估的风险也将对我国畜牧养殖业和食品安全，甚至

并通过提出供其参考的权威、针对性改进建议，帮

经济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威胁。肩负防范和化解重大

助 CFIA 紧密结合全球发展战略和自身需求，确定

生物安全风险以及促进产业发展、服务外交外贸大

优先改进和发展事项，将兽医服务推向一个全新的

局双重责任的国门生物安全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和水平。

巨大挑战。如何从战略高度，前瞻性地加强重点领

评估中加拿大收获了包括改善信息管理、开

域能力建设，提升内部体制机制的运行效能是适应

发综合数据库，实现动物管理电子化、全链条可追

未来变化，应对风险挑战，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

溯，完善动物福利、饲料、兽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

加拿大凭借内部审计评估定向提升关键能力，以及

立法改革以及倡导动物卫生及兽医卫生管理行业资

主动申请 WOAH 专家评估收获权威建议改进尚存

本支持在内的十余条针对性建议

[5，15]

。

弱项的做法，充分证明了借鉴与应用 PVS 评估标

从 CFIA 近 3 年的部门报告可以看出其依据评

准和循序促进理念开展效能评估，查找核心能力差

估建议所做出的跟踪和改进。例如：CFIA 牵头开

距不足，针对性提高“短板”水平，对促进核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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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和提升工作效能的强大效用，为我国提供了

能评估试点工作

引进、推广 PVS 评估系统方法，以效能评估为抓手，

按照“先试点、再推广”的总体思路，在全

分步、有序促进国门生物安全工作核心能力建设，

国范围内逐步推行联合效能评估。可选取天津、青

提升体制机制效能的良好启示。

岛、上海、深圳等进出口农产品吞吐量大、对口贸

2.1

聚焦核心能力建设，构建科学适用的内部效

能评估体系

易国家多、贸易种类纷杂、贸易方式多样的口岸城
市，推动开展海关与兽医主管部门联合开展效能评

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

估试点工作。通过联合评估摸底，深入了解国门生

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

物安全工作体系及当地兽医体系的实际运行质量和

下，借鉴 PVS 评估要素，创建科学、适用、可行的，

管理效能，一方面为筹备全国范围内联合评估，掌

符合我国国门生物安全工作实际的内部效能评估综

握国家兽医体系整体效能水平打下基础；另一方面

合指标体系，并制定配套评估指南和具体实施计划。

也为共商理顺管理职能，健全国内外口岸兽医卫生

构建具体指标时，既要关注与未来全球发展最为相

体系，统筹资源、共同推动行业贸易发展提供改进

关的关键能力，又要契合机构改革“优化、协同、

依据及合作努力方向。此外，还可为申请 WOAH

高效”发展原则对人员、业务、系统优化整合的具

专家评估，推动我国兽医体系整体建设迈上更高层

体要求。参照加拿大“以评促改”的重点领域，以

次奠定基础。

立法更新、队伍管理、资源配置、技术能力、沟通

参考文献：

协作等核心能力为重心设立评估指标，并借鉴加拿
大在各审计评估中的切入点制定评估指南，同时制
定分步评估、定向整改的具体实施计划，为开展国

[1]

路平，张衍海，郑增忍，等 . OIE 兽医体系效能评估

[2]

OIE. OIE To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of

初步研究 [J]. 中国动物检疫，2013，30（11）：10-13.
veterinary services（2019）[EB/OL]. [2022-05-10].

门生物安全工作效能评估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2.2

https://www.woah.org/app/uploads/2021/03/2019-pvs-

加强交流协作，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效能评

估协调机制

tool-ﬁnal.pdf.
[3]

[2022-05-10]. https://www.oie.int/en/what-we-do/

我国国内及口岸兽医卫生管理分设模式下，

standards/codes-and-manuals/terrestrial-code-online-

更需要部门间的联动协作，建立协调统一的效能评
估协调机制。一方面制定沟通交流的模式框架，依

access/.
[4]

托国务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多年来跟踪研究 PVS

WOAH. PVS evaluation missions[EB/OL]. [2022-0510]. https://www.woah.org/en/what-we-offer/improvingveterinary-services/pvs-pathway/evaluation/status-of-

评估标准、理念、案例及推进省级效能评估的经验，
定期开展交流互动，协调推进效能评估工作，共同

OIE.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2021）[EB/OL].

missions/.
[5]

OIE. PVS evaluation report Canada[EB/OL]. [2022-05-

探讨后续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成立联合效能评估专

10]. https://www.woah.org/app/uploads/2021/03/201804-

家组，除积极参加 WOAH 组织的相关培训，持续

09-ﬁnal-oie-pvs-evaluation-report-canada-eng.pdf.

跟进 PVS 评估相关动态外，还就评估背景、体系、

[6]

departmental results report[EB/OL]. [2022-05-10]. https://

程序、计划开展培训，联合培养、组建一支专家队

inspection.canada.ca/DAM/DAM-aboutcfia-sujetacia/
STAGING/text-texte/acco_repparl_2018-2019drr_full_

伍，为同步推进效能评估或为实施联合交叉评估提
供技术和人才储备。
2.3

推动联合共治，在重要口岸城市开展联合效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2018—2019

report_1579100659307_eng.pdf.
[7]

Government of Canada. Audit of CFIA's staffing

64

兽 医 管 理

[8]

framework：audit report[EB/OL]. [2022-05-10]. https://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processes[EB/OL]. [2022-05-

inspection.canada.ca/about-cfia/transparency/corporate-

10]. https://inspection.canada.ca/about-cfia/transparency/

management-reporting/audits-reviews-and-evaluations/

corporate-management-reporting/audits-reviews-

audit-of-cﬁa-s-stafﬁng-framework/audit-report/eng/14726

and-evaluations/evaluation-consultation/evaluation-

20011267/1472620086522?chap=0.

stakeholder-consultation/eng/1344346968433/134435120

Government of Canada. Audit of investment planning
report[EB/OL]. [2022-05-10]. https://inspection.canada.
ca/about-cfia/transparency/corporate-managementreporting/audits-reviews-and-evaluations/audit-ofinvestment-planning/eng/1428497956077/1428498257834.

[9]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Audit of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epidemiology and surveillance section
（ESS）[EB/OL]. [2022-05-10]. https://epe.lac-bac.
gc.ca/100/206/301/cfia-acia/2011-09-21/www.inspection.
gc.ca/english/agen/eval/terrese.shtml.

[10]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Evaluation of the
food recall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EB/OL].
[2022-05-10]. https://epe.lac-bac.gc.ca/100/206/301/cfiaacia/2011-09-21/www.inspection.gc.ca/english/agen/eval/
recarapp/recarappe.shtml.
[11] Government of Canada. The establishment-based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food establishments[EB/OL]. [202205-10].https://inspection.canada.ca/about-cfia/cfia-2025/
era-models/era-model-for-food-establishments/eng/15519
95065897/1551995066162.
[12] Government of Canada. The importer risk assessment
model（IRA）[EB/OL]. [2022-05-10]. https://inspection.
canada.ca/about-cﬁa/cﬁa-2025/era-models/ira/eng/164754
6878278/1647546879169.
[13] Government of Canada. Evaluation of the CFIA's

65

2022 年第 39 卷第 8 期

2086.
[14] Government of Canada. CFIA 2025 framework：building
for the future[EB/OL]. [2022-05-10]. https://inspection.
canada.ca/about-cﬁa/cﬁa-2025/framework/eng/163424389
8653/1634243899028.
[15] Government of Canada. OIE's 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services（PVS）evaluation report of Canada[EB/OL].
[2022-05-10]. https://www.canada.ca/en/food-inspectionagency/news/2018/08/oies-performance-of-veterinaryservices-pvs-evaluation-report-of-canada.html.
[16]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2019—2020
departmental results report[EB/OL]. [2022-05-10]. https://
inspection.canada.ca/DAM/DAM-aboutcfia-sujetacia/
STAGING/text-texte/acco_repparl_2019-2020drr_full_
report_1604603286413_eng.pdf.
[17]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2020—2021
departmental results report[EB/OL]. [2022-05-10]. https://
inspection.canada.ca/DAM/DAM-aboutcfia-sujetacia/
STAGING/text-texte/acco_repparl_2020-2021drr_full_
report_1638379097950_eng.pdf.
[18] 董礼华 .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M]. 北京：中国统计
出版社，2021：646-650.
[19]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 全球动物卫生背景下兽医机构的
挑战与适应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49.

（责任编辑：侯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