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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律法规
概述及与我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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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关联盟内采取兽医卫生检疫措施的规定》（海关联盟 317 号决议）是欧亚经济联盟关境内及联
要：

盟边境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的主要法律依据。该决议中的一系列法规自 2010 年生效以来，历经多次
修订。为更好地了解欧亚经济联盟进出境动物检疫制度，促进我国与联盟国家相关产品贸易开展，以海关联盟
317 号决议为依据，从进出境动物检疫对象、兽医检疫程序、联合检查和抽样、检疫要求、官方兽医检疫证书
等方面，对欧亚经济联盟主要法律法规进行概述，并与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进行比较，继而借鉴欧亚经济
联盟先进做法，在区域化互认机制、统一检疫要求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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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within the customs territory
and at borders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EAEU）wa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n the Veterinary Health and

Quarantine Measures to be Implemented within Customs Union（Customs Union Resolution No.317），of which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had been revised many times since it came into force in 2010. In order to learn the system of entryexit animal quarantine implemented by the Union and to promote future trade of related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on countries，the main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lied by the Union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Resolu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ntry-exit animal quarantine objects，veterinary quarantine procedures，joint inspection and
sampling，quarantine requirements，ofﬁcial veterinary quarantine certiﬁcates，etc.，which were then compared with
the law of entry-exit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implemented by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advanced practices of the
Union，the work on entry-exit animal quarantine in China was recommended to be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regionalization，uniﬁed quarantine requirement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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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是由中亚、北亚和东欧国家组

济联盟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总额 2017 年至 2019

成的国际经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2009 年 12 月，

年增长了 33.8%，其中我国从欧亚经济联盟进口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达成海关联盟协议，

贸易额增长了 18.1%，向欧亚经济联盟出口额增长

成立海关联盟，即欧亚经济联盟的前身。2010 年 1

了 53.5%。2020 年因受新冠疫情和技贸措施影响，

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共同建立了关

贸易总额较 2019 年下降了 24.7%，其中我国从欧

税同盟，2010 年 7 月三国执行统一的卫生检疫、

亚经济联盟进口贸易额下降了 38.8%，向欧亚经济

[1]

动植物检疫措施和技术法规 。2014 年 5 月，俄

联盟出口额下降了 1.8%。2021 年贸易总额较 2019

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欧亚经

年下降了 26.2%，其中我国从欧亚经济联盟进口贸

济联盟条约》。2015 年 1 月 1 日，欧亚经济联盟

易额下降了 48.2%，但向欧亚经济联盟出口额增长

正式建立，同年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

了 9.7%。具体见图 1。

经济联盟。2020 年，古巴和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欧
亚经济联盟观察员国地位。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国合作不断加深，相关资源互补性不断增强，双
方农产品国际贸易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促进我国
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安全与通关便利，对我国建设
大欧亚共同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一带一路”倡议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具有重要意义。
1

图1

欧亚经济联盟组织结构

欧亚经济联盟与我国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情况

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理事会是欧亚经济联盟的

进口我国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欧亚经济联盟成

主要决策机构，由各国总统组成，负责顶层设计，

员国主要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2021

规划联盟发展方向并解决重大分歧。欧亚经济联盟

年，俄罗斯进口我国动物及动物产品 24.79 亿美元，

政府间委员会，由各国总理组成，负责规划具体领

白俄罗斯进口 3.2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进口 0.2 亿

域的发展方向。欧亚经济委员会是欧亚经济联盟常

美元，涉及的产品主要为牛肉、禽肉、鱼产品、软

设的超国家执行机构，2012 年 2 月 2 日开始运行，

体动物、生皮及皮革、毛皮、人造毛皮及制品等。

总部设在莫斯科，仿照欧盟委员会设立；执委会是

3

主要动物检疫法律法规及要求

该委员会主要机构，委员均为部长级，原则上每个

欧亚经济联盟一直沿用 2010 年海关联盟通过

国家 3 名委员；委员会决定由集体投票作出，具有

的第 317 号决议《关于海关联盟内采取兽医卫生检

强制性。欧亚经济联盟法院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常设

疫措施的规定》（简称《317 号决议》）。该决议

司法机关，每个成员国可指派 2 名法官作为代表，

批准了关于动物检疫的《应实施兽医检疫（监督）

旨在不断完善联盟法律，解决落实联盟条约过程中

商品统一清单》（简称《统一清单》）、《关于对

产生的争议，以及联盟框架内的国际条约、联盟机

在海关联盟的海关边境和海关联盟的关境内实施统

[2]

关决定产生的争议等 。

一兽医检疫程序的条例》（简称《统一条例》）、

2

《关于使用统一方法对应实施兽医检查（监督）商

与我国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情况
中国 - 欧亚经济联盟海关合作是“一带一盟”

品（产品）进行联合检查和抽样的条例》（简称《联

对接的优先方向，是实现“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合检查和抽样条例》）、《关于对应实施兽医检查

的重要一环。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与欧亚经

（监督）商品执行兽医检查（兽医卫生）的统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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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简称《统一要求》）、《兽医检疫证书统一

续查验，直至合格后恢复正常查验比例。完成以上

样式》等一系列法律规范，2013—2014 年陆续出

检疫程序后，将出口国的官方兽医检疫证书换成欧

台了《肉及肉制品安全技术法规》《乳及乳产品安

亚经济联盟的官方兽医检疫证书，并在随行的文件

全技术法规》以及《兽医检查（监督）商品（产品）

上加盖印章。2020 年 9 月，对该条例又进行了修订，

联合检查和抽样的统一程序实施细则》等配套法

要求出口国应将应检物的电子官方兽医检疫证书发

规。自发布实施以来，部分法规历经了多次修订，

送至联盟成员国指定的接收系统，且电子证书应与

仅 2020—2021 年修订次数就达 14 次。上述制度从

纸质证书的信息保持一致；补充规定了必须重新签

准入清单、准入程序、检疫程序、卫生检疫条件、

发官方兽医检疫证书的情形；明确电子官方兽医检

抽样规则、官方兽医检疫证书等方面，对进境动物

疫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可作为应检物通

及产品作出了具体规定。以下对主要进境环节法律

关的依据 [4]。2021 年 10 月，联盟再次对条例进行

法规做一详细阐述。

补充，将在 180 d 后统一使用由联盟授权机构颁发

3.1

《统一清单》
该清单列出了 112 大类 131 种应检物名称和

代码，包括活动物、肉类、水产品、乳制品、饲料、
非食用动物产品、动物存放设施、运输工具、动物

的电子官方兽医检疫证书，以有效避免证书造假，
增加兽医管控的有效性 [5]。
3.3

《联合检查和抽样条例》
本条例确定了从事《统一清单》中商品的生产、

疫病诊断试剂、兽药产品等。统一清单里的商品必

加工和储存的国外企业只有通过联盟的联合检查和

须按联盟相关法规规定采取统一的检疫措施。

抽样程序，才能被列入欧亚经济联盟《生产、加工

3.2

《统一条例》

和（或）储存输入海关联盟境内应检物的企业和

该条例的要求适用于《统一清单》里的商品（简

个人名册》（简称《第三方国家企业名册》），成

称应检物）。兽医检疫程序对进出境、过境应检物

员国内的上述企业需要满足同样的要求才能被列入

的检疫要求进行规定，入境时要对合格性文件和许

《欧亚经济联盟企业名册》。只有列入上述名册中

可证进行查验，确定提交的文件是否符合《统一要

的企业才能向联盟出口或在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

求》中的规定。2020 年 6 月，对该条例进行了修

该条例明确了针对从事牲畜饲养、加工（屠宰）和

订，提出如果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法律规定了风

储存企业检查的具体内容及统一的抽样程序。2014

险导向方法，则在查验相关单证后，还应根据应检

年 9 月公布的 94 号决议批准了《兽医检查（监督）

物所属特定风险类别或特定危险等级决定采取相应

商品（产品）联合检查和抽样的统一程序实施细则》，

[3]

的检验措施 。如果成员国的法律未规定风险导向

对条例的规定进行了细化。该细则规定可通过以下

方法，则对于肉类或鱼类，每 10 批商品中至少检

3 种方式申请列入《第三方国家企业名册》：①第

查 1 批；对于其他应检商品，每 20 批中需至少检

三方国家主管机关向欧亚经济联盟主管机关提出开

查 1 批；对于入境的动物，每一批都要检查，验证

展官方监管体系审核的申请，并提交申请加入《第

动物识别码，如所刺花纹、芯片、耳标、烙印等与

三方国家企业名册》的企业清单，联盟主管机关监

官方兽医检疫证书内容是否相符，如有明显异常情

管体系审核通过后，直接将企业清单列入《第三方

况，则需要在《海关联盟认证机构和测试实验室（中

国家企业名册》。②如果官方监管体系审核未通过，

心）机构统一清单》内的实验室进行检测，选取样

第三方国家主管机关可对特定出口企业提供担保，

品要符合《联合检查和抽样条例》。如检测发现不

联盟主管机关可将担保企业列入《第三方国家企业

合格，则对该出口企业产品实施 5 个运输单位的连

名册》。③如果未进行或未通过第三方国家官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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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系审核，也无法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经第三方

证书，防止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的疫病传入，便利

国家企业自行申请，联盟主管机关可对该企业开展

产品在海关联盟成员国之间流通及贸易发展 [6]。
《中

联合检查，并将检查合格的企业列入《第三方国家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简称《检疫

企业名册》。如果在官方体系考核过程中需要对应

法》）立法目的是防止动物传染病传入和传出，保

检物进行实验室检测，样品必须由《欧亚经济联盟

护畜牧生产和人体健康，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相

认证机构和实验室（中心）统一清单》中的实验室

比而言，欧亚经济联盟的立法目的更具体，我国的

出具检测报告。以上规定同样适用于联盟内企业。

立法目的较为宏观。

此外，在联盟内任一成员国完成企业名册的注册，

4.2

《317 号决议》的附件 1《统一清单》中列出

其他成员国同样认可注册结果。
《统一要求》

3.4

检疫对象

112 大类应检物名称和代码，包括活动物、肉类、

《统一要求》明确规定，被列入《第三方国

水产品、非食用动物产品、运输工具等，还包括动

家企业名册》的企业方可向联盟关境内输入商品，

物疫病诊断试剂、消毒剂、用于动物饲料的植物源

并且需要输入国授权机构颁发进境许可证和官方兽

性产品等。我国《检疫法》检疫对象包括活动物、

医检疫证书。被列入《欧亚经济联盟企业名册》的

动物产品、运输工具和其他检疫物，与《317 号决议》

企业生产的商品可以在成员国之间流通，不需要进

较为类似，不同之处是《317 号决议》将用于动物

境许可证，但仍需要样式统一的官方兽医检疫证书。

饲料的植物性产品归于动物检疫对象，而《检疫法》

《统一要求》详细列出了包括陆生动物、动物遗传

将此类产品归为“植物产品”，作为植物检疫对象。

物质、水生动物、演艺动物、饲料、宠物食品、肉类、

4.3

奶及奶制品、非食用动物产品等共 39 类商品的检

4.3.1

疫要求。欧亚经济联盟对第三方国家进境的动物及

出口企业向海关联盟出口动物及其产品时，通过联

动物产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针对活畜不应使用天

合检查被纳入《第三方国家企业名册》后，方可开

然或合成雌性激素类、雄性激素类物质和甲状腺类

展贸易。此外，对海关联盟关境内从事生产、加工、

制剂，而且不得饲喂含有反刍动物成分的饲料。在

储存、运输检疫物的企业也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企

出口前和进口后均要按照相应检疫要求进行检疫。

业名录》，通过审核的企业信息应及时输入欧亚经

此外，为预防外来动物疫病入侵，欧亚经济联盟还

济联盟对外贸易和互相贸易的一体化信息系统（简

要求动物来自于特定疫病的免疫或非免疫无疫区。

称一体化信息系统）。如果名录内的企业应检物被

对欧亚经济联盟关境内从事生产、加工、储存、运

认定不符合《统一要求》的规定，就要形成书面记

输应检物的企业也建立注册名录并明确了检疫要求

录；在记录所规定的期限内未能解决违规情况，企

以及官方兽医检疫证书样式，联盟成员国之间流通

业将被从名录中删除。我国《检疫法》也规定，对

的活畜需要单独或者批量进行认证。自《统一要求》

向中国输出动植物产品的国外生产、加工、存放单

颁布后，欧亚经济联盟根据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对官

位，实施注册登记制度；对于进口生产、加工、储

方兽医检疫证书和检疫要求进行了多次修订。

存企业，根据产品种类和风险，通过制定部门规章

4

要求进行备案管理；对从事产品风险级别较高的进

4.1

与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规的比较
立法目的

进境检疫要求
检疫许可

根据《317 号决议》，第三方

境非食用动物产品存放、加工的企业需要通过海关

《317 号决议》立法目的是在海关联盟内统一

审核，海关对产品存放、加工过程实施检疫监督制

应检物目录、检疫程序、检疫要求和官方兽医检疫

度。我国只针对风险级别较高的生产企业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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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对于其他类生产企业仅需要登记备案。企业

成部分。《检疫法》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进出境动物

注册和备案名单目前通过海关总署官网公布，并未

检疫工作的法律，自 1992 年实施，2009 年修订，

建立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管理，也未明确规定什么情

至今未再修订。2021 年《生物安全法》发布实施

况下会被取消注册和备案资格。

后，进出境动物检疫不仅仅是防止动物疫病传入和

《317 号决议》规定：如果有

传出，更肩负了抵御新型生物安全风险、外来物种

风险导向方法，则在查验过相关单证后，还需采用

入侵等新职能，而现有的《检疫法》已不能提供充

风险导向方法对应检商品进行查验；如果成员国的

分的法律保障。因此，亟待从立法目的、检疫对象、

法律未规定风险导向方法，则按《统一要求》中的

检疫程序等环节，对《检疫法》进行完善和优化。

规定进行抽查；如发现不合格问题，则对该出口企

5.2

4.3.2

检疫查验

从法律层面规范抽检制度

业产品实施 5 个运输单位的连续查验。我国《检疫

欧亚经济联盟统一规范了进境动物检疫的流

法》及部门规章中基本没有具体规定抽采样比例以

程，而且也规范了抽样送检程序，规范了联盟执法

及发现不合格货物后的应对措施。

标准的一致性。2018 年我国进出境检验检疫队伍

在《统一要求》中制定了

整体划入海关后，新海关监管职责更多，监管范围

从第三国进口应检物统一的检疫卫生要求，包括

更广，监管链条更长，履行把关与服务职责的内涵

39 类活动物、动物遗传物质、肉类、奶及奶制品、

和外延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为降低进出口环节合

非食用动物产品等，大多进口动物和动物产品法规

规成本，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海关系统不断深化

中均明确规定来源于相关疫病的免疫或非免疫无疫

“放管服”改革，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

区。而我国目前对进口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卫生要求

进境农产品口岸查验方面，基于风险分级，根据来

多在双方签署的议定书中体现，对大多产品没有统

源国家和产品风险不同，对进境农产品实施分级分

一的卫生要求，针对无疫区也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和

类管理，科学设定抽检比例，采取相应的检疫措施，

认可标准。

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分级管理的抽检制度还没有

4.3.3

检疫卫生要求

携带物检疫、邮寄物检疫 《317 号决议》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存在各口岸做法不一致、

规定：在没有进境许可证和输出国签发的官方兽医

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建议以修订《检疫法》为契机，

检疫证书情况下，只能携带、邮寄来自疫情状况较

将相关制度补充入法，并对监管流程、监管方式等

好国家的，带有原厂包装且质量不超过 5 kg 动物

进行完善。

源性产品。我国《检疫法》规定了禁止携带、邮寄

5.3

4.3.4

动物及动物产品名录，名录内的产品一律不准携带
和邮寄入境。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非洲猪瘟、高致病禽
流感等疫情高发，实施区域化管理对于动物疫病的

《317 号决议》规定：运

防控和便利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国际贸易具有非常重

输工具须符合装运相应检疫物的卫生要求；军用运

要的意义。《317 号决议》中《统一要求》中明确

输工具通过海关联盟关境检查站后，可在军用机场

规定了进境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要求，大多数

或海军基地设立的动物检疫站开展检疫工作。而我

动物和动物产品均要求来自于规定动物疫病的免疫

国《检疫法》没有对军用运输工具进行规定。

或非免疫无疫区。目前，我国海关就俄罗斯高致病

5

性禽流感区域化和生物安全隔离区认可开展技术交

4.3.5

运输工具检疫

积极探索动物疫病区域化互认机制

5.1

完善我国进出境动物检疫工作的建议
修订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
进出境动物检疫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

流，并认可了俄罗斯区域化措施。因此，应继续积
极建立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区域化措施的互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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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从而有效防控动物疫病传入，同时促进双方农

检疫要求研究，提高同类产品检疫要求的一致性。

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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