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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西畜禽肉类产量及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其畜禽肉类产业能持续稳定发展并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可，

主要得益于严格、有效的肉类安全管理体系。本文对巴西动物疫病控制及肉类安全管理机构、法规体系及具体监管

措施进行全面分析，并总结巴西肉类安全管理体系的主要特点，以期为我国畜禽肉类安全管理提供借鉴，并为巴西

输华肉类安全监管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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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世界上重要的肉类生产国和出口国。2015
年，巴西牛肉产量942 万t，居世界第二，出口量居世界

第一，贸易伙伴达136 个[1-2]；鸡肉产量1 310 万t，居世界

第二，出口量达410 万t，贸易伙伴超过150 个[3]。巴西肉

类产品能够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可，得益于其科学的

动物疫病控制体系及肉品安全管理体系。我国是肉类生

产大国，2015年我国猪肉、牛肉、羊肉和禽肉产量分别

为5 487、700、441、1 826 万t[4]，但出口贸易增长缓慢，

且主要以亚洲为主。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

国鸡肉出口量仅30 万t（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

下同）、猪肉仅4.3 万t、牛羊肉仅1.47 万t。我国畜禽

肉类安全问题严重、国际竞争力弱是导致出口量低下

的重要原因之一[5]。要提高我国畜禽肉类在国际市场上

的认可度，关键是要提升肉类安全管理水平，而巴西

的做法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中国是巴西肉类的

最大进口国 [6]，掌握巴西的肉类安全管理状况也有助于

对巴西输华肉类产品进行安全监管。

1 巴西肉类安全管理机构

1.1 中央机构

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是负责动物产品安全

管理的中央主管机关，下设5 个秘书局[4]，其中农牧业保

护局主要负责农业、畜牧业及农畜产品安全卫生防护，

包括制定农业防护政策，规划、规范、协调和监督有关

动植物健康、动植物源产品农兽药残留物及衍生物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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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农业投入品管理、农业防护相关实验室管理、动植

物认证等方面的工作，并负责协调管理农畜产品进出口

安全。农牧业保护局下设11 个司，其中与肉类卫生相关

的共5 个，分别为动物卫生司、家畜投入品检验司、动物

源产品检验司、残留与污染控制司及实验室协调司。动

物卫生司负责动物饲料、兽药及动物遗传物质的管理，

动物源产品检验司负责对畜禽肉类加工企业的注册审

批、管理和畜禽产品检查，残留与污染控制司负责年度

残留监控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实验室协调司负责动植物

检验检疫实验室认可与管理[7]。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

在各州设立联邦农业代表处，代表联邦政府行使贯彻实

施联邦兽医法规，农业代表处的人员、经费和有关运行

受中央联邦政府直接管理。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还

在各地设立联邦检验机构，负责跨州与跨境动物及其产

品的检验监管工作。

1.2 地方兽医机构

一是州级兽医机构，由各州政府设立，主要职责为

制订州农牧业发展规划、执行联邦政府的农牧业政策、

协调州和地区管辖市级兽医机构，并负责非联邦注册肉

类生产企业的日常监管。二是地区级兽医官方机构，一

般管辖数个或数十个市的动物卫生工作。三是市级兽医

官方机构，为基层官方兽医机构，负责管理本市的动物

卫生工作，主要任务是农场动物免疫和疫病监测。

1.3 官方实验室

巴西建立了国家农业实验室（Lanagros）体系，

共包括6 个区域实验室，分布于北部（PA）、东北部

（PE）、中西部（GO）、东南部（MG和SP）和南部

（RS）地区。这些官方实验室承担国家基准建立、认证

实验室审核、官方分析、分析方法研究、分析技术与知

识培训等职责，需定期参与能力验证。在动物疫病检测

方面，MG官方实验室可检测29 种猪、牛、羊、禽相关

疫病；PE实验室可检测13 种猪、牛、羊病；SP实验室

主要检测禽病；PA实验室检测布鲁氏病、口蹄疫、马鼻

疽、水疱性口炎；RS实验室可检测马传染性贫血、口蹄

疫、禽流感及新城疫等[8]。官方实验室使用的分析方法均

在网站公布，以供相关方参考使用[9]。

2 巴西肉类安全管理相关法规

2.1 动物卫生防疫条例

该条例是巴西畜禽动物疫病防控的基础性法规，于

1934年颁布，后经多次修订。目前的版本共87 条，由口

岸和边境检疫、国内动物的运输、动物源产品的进出口、

活畜市场的检查、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兽医服务、国家动

物卫生防治委员会、一般性规定等9 章组成，对巴西动物

疫病管理机制、动物运输和交易过程中的疫病防控要求、

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进出口检疫要求、关注的动物疫病名录

及疫病发生时的处置措施等做了原则要求[10]。

2.2 建立统一农牧业检疫体系的法规

该法规于2006年颁布，规定了巴西农牧业检疫体系

的统一运行规则和程序，主要包括巴西农牧业检疫体系

的层级架构、农牧业卫生检疫体系的运行程序、风险分

析及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的方法和特别程序、农

牧业产品和投入的检查监测等[11]。

2.3 动物源食品生产和卫生检验法规

该法规是巴西有关动物源产品检验监管的基础性法

规，于2017年3月颁布并生效，取代了已制定实施60多年

的“动物源食品工业和卫生检测规范”以及11 项相关领

域措施。法规共542 条，对跨州或国际贸易的动物源产

品设施要求、动物源产品生产和卫生检验要求（动物屠

宰、宰前检验、宰后检验；蛋品、乳品生产检验等）、

产品质量鉴定标准、产品登记、包装、标签和检验印

章、实验室检测与复检、运输和卫生证书等各方面做了

详细规定[12]。

2.4 动物源产品企业自我检查与验证程序

该程序以农业部175/2005/CGPE/动物源产品检验司

公告形式颁布，要求肉类企业进行原材料、设施设备、

人员与加工方式4 个方面的自我验证，以及设备设施的维

护、标准卫生操作程序、标准操作程序、原材料与包装

材料的控制、计量器具的计量与校正、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微生物检验、出口产品证明等16 个方面的自我

检查[13]。

2.5 其他相关法规

除上述法规外，还针对动物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和

猪、家禽、牛等特定动物及动物产品制定了专门措施。

以家禽为例，巴西先后颁布了“繁育及商品家禽场所的

登记、监察及控制规程”、“进口孵化蛋和幼禽动物卫

生要求”、“禽肉加工和卫生检验技术条例”、“肉鸡

和火鸡胴体沙门氏菌属微生物监测和控制方案”等，对

家禽繁育、禽肉加工、疫病监测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3 巴西肉类安全管理的主要措施

3.1 养殖场的管理

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对畜禽养殖场实施登记管

理。申请登记的养殖场需建立疫病防控管理制度，包括

人员、设备进出养殖场的管理、疾病监控与防疫消毒、

兽医用药、预防接种管理措施。官方机构兽医负责对卫

生监控的活动进行检查及监督，在出现非正常情况时，

养殖场所有者必须及时向动物卫生保护机构报告。农场

每批动物出栏前需向当地农牧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该

批动物的防疫及用药记录。农牧部门审核并出具运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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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记录内容主要包括饲养场的名称、注册号、地

址、动物的品种、数量、用药与免疫记录等。

3.2 动物在国内运输的管理

在巴西，活动物的运输，不论通过水路还是陆路，

都必须在动物卫生防疫部门指定的站点接受检查。如果

没发现传染病，则发给自由通行证明。对于运往其他州

供宰杀、饲养或催肥的动物，动物卫生防疫部门需在牲

畜棚和货笼对其执行检查。对于运输工具，只有在清洗

和消毒并通过动物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的验收后，才

能重新使用。

3.3 畜禽屠宰加工企业的监管

3.3.1 企业申请与注册

企业在建厂前，首先需向农业代表处的联邦检验机

构提出申请，由联邦检验机构进行产品流程和相关注册

预评估；预评估报告和意见将报送动物源产品检验司，

审查合格并批准设计后，方可建厂。企业建成后，申请

人需向联邦检验机构进行申请注册，确认符合要求后由

动物源产品检验司批准，并由联邦检验机构公布。如果

工厂超过1 年未进行运营活动，则其注册号将被注销。

3.3.2 企业监管

企业获得批准注册，农业代表处将派出官方兽医和

兽医助理驻厂，对企业的兽医卫生管理情况进行日常监

管，实施巡回检查。屠宰动物必须接受联邦检验机构人

员的宰前检验。在接受联邦检验机构的检验之前，应按

照各种动物的特有规定，将动物卸载、存放在合适的场

所内，经消毒密封的车辆送达的动物只有在联邦检验机

构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才可被开封卸载；接收动物时，应

核实是否附有官方兽医出具的动物运输许可证，以保证

动物来源的合规性，禁止屠宰无任何过境证件的动物；

屠宰之前，应先向联邦检验机构上报屠宰方案、批次识

别、处理和原产地文件以及相关法律中要求的其他信

息，以便联邦检验机构了解被宰杀动物的身体和卫生状

况。屠宰时，联邦检验机构会实施同步检验，如在检验

中发现问题，联邦检验机构可以要求中断屠宰或减慢屠

宰速度。宰后检验同样由联邦检验机构执行。在联邦检

验机构实施宰后检验前，企业不得通过移除、刮擦或其

他方法掩盖屠体或器官的病症部位。经联邦检验机构检

验可以食用的屠体会印上相应标志。

对于出口肉类生产企业，则实施三级监管。第一级

由动物源产品检验司实施，每年挑选40%出口注册企业

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企业状况、联邦检验机构的工

作情况及各州农业代表处相关部门对该厂的检查情况；

第二级为各州农业代表处对辖区出口企业的实地检查，

每个出口企业每年至少检查2 次，检查内容包括法规执行

情况、企业的自我质量管理情况、联邦检验机构对企业

的检查工作情况、企业执行进口国卫生规定情况、原来

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等；第三级为设在每个出口企业的

专职官方兽医开展的日常监管，包括宰前检验、宰后检

验、出具检验证书、实施残留监控计划和沙门氏菌减少

计划，以及检查企业卫生控制执行情况等，每月至少对

企业全面检查1 次。

3.3.3 产品登记、包装、标签和检验

所有巴西生产或从国外进口的动物源产品均必须在

动物源产品检验司登记。动物源产品应被保存在能对产

品给予保护、与产品的特性兼容、满足贮藏和运输条件

的容器或包装品中，产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必须事先

得到卫生监管部门的使用批准。产品标签应有联邦检验

机构的印章。在产品检验方面，动物源性原料、产品和

其他有关成分均需进行物理、微生物、理化、分子生物

学、组织学和其他检测分析。分析方法应符合标准，并

经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主管部门许可。当联邦检验机构

认为有必要时，可采集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

3.3.4 产品运输监管

需运输的动物源性原料或产品必须有动物源产品检

验司签发的卫生证书。运输应该使用合适的交通工具，

以确保产品的完整性和良好保存。用于运输动物源性原

料和产品的车辆、集装箱或隔间必须隔热，如有必要，

还应配备温度控制设施。运输前后，应对车辆、集装箱

或隔间进行清洗和消毒。当来自国内生产企业的动物源

性原料和产品在港口、机场、边境口岸、特殊海关或出

口中转的特殊场所运输时，需要经过官方监督。

3.3.5 进口监管

符合以下条件的肉类允许进口：出口国的肉类卫生

检验系统经动物源产品检验司认可，生产进出口企业已

在动物源产品检验司注册，产品标签合格，并附有来源

国主管部门签发的卫生证书。只有经动物源产品检验司

检查合格的产品才允许在巴西国内销售。

3.3.6 出口监管

只有受联邦检验机构监督的动物源产品企业才能

从事国际贸易，用于国际贸易的动物源性产品卫生证书

必须经具有兽医文凭的签字兽医官签署。用于国际贸易

产品的设施除登记外，还必须符合进口国的特定卫生要

求。只有当产品满足进口国家的法律和双边或多边卫生

要求时，有关产品才能出口至相应国家。出口产品包装

可以不同于国内包装，只要生产商能证明其符合进口国

的法律规定。用于出口的产品标签必须符合进口国家的

法律规定，可使用1 种或多种外国文字，但必须有联邦检

验机构的印章、动物源产品检验局登记号，并注明其为

原产巴西的产品。

3.4 动物疫病及残留监控

3.4.1 动物疫病监控体系

巴西政府对动物疫病控制非常重视。全国目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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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动物疫病控制计划，即口蹄疫根除和防控计划、布鲁

氏杆菌病和牛结核杆菌的根除计划、草食动物狂犬病和

其他脑病防控计划、猪病控制计划、禽病防控计划、马

病监控计划、水生动物防控计划、羊和山羊防控计划[14]。 

对于每类防控计划，均会制定若干配套管理措施和操作

规范标准，并保障其实施。以口蹄疫为例，巴西先后制

定了“口蹄疫防制管理规定”、“口蹄疫病毒操作生物

安全标准”、“生产、控制和使用口蹄疫疫苗规定”及

“口蹄疫风险水平分类标准”等。

3.4.2 残留监控体系

巴西从1995年开始实施国家动物源性食品残留监

控计划。农牧业保护局每年发布年度残留监控计划，农

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设在各州的农业代表处及其派出

的兽医代表按相关残留监控计划具体负责残留监控计划

的实施。监控产品主要包括肉（牛、禽、猪、马）、

乳、鱼和蜂蜜、蛋等，主要检测对象有抗生素类、镇

静剂、驱虫剂、激素类、β-受体激动剂、重金属、有机

磷、有机氯、二噁英、硝基呋喃类、氯霉素、磺胺类和

其他药物。残留监控检出阳性后，针对检出阳性的养殖

场实施批批检测，连续5 个批次检测结果为阴性才能取消

监控。

4 巴西肉类安全管理体系的借鉴与思考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巴西的动物疫病控制及肉品卫

生管理体系具有四大显著特点，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4.1 建立覆盖肉类产业链、一体化的法规体系

巴西建立了以《动物卫生防疫条例》和《动物源

食品生产和卫生检验法规》为核心、贯穿畜禽养殖、运

输、屠宰、肉品加工、销售及进出口全过程的动物疫病

控制及肉品卫生控制法规体系。特别是《动物源食品生

产和卫生检验法规》，将各种肉用动物从屠宰、加工到

运输上市的所有管理要求和具体操作要求进行一体化规

定，非常便于政府监管和企业实施。与巴西相比，我国

肉类安全管理法规标准体系存在几方面不足：一是整

体性不足。我国肉类安全卫生管理要求分散在众多法

规标准中，在国家层面有《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

例、《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15]以及若干强制性和推荐性国家标准[16]，此外还有部

门规章、行业标准等，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系统的肉类

安全卫生管理法规；二是法规覆盖面不全。以屠宰管理

为例，巴西的《动物源食品生产和卫生检验法规》覆盖

牛、马、猪、羊、兔、家禽及圈养野生动物等所有肉用

动物，而我国目前除生猪有专门的《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外，对于其他肉用动物的屠宰管理，仅宁夏、内蒙

古和新疆制定有地方性法规，其他省市基本都缺乏相应

检疫制度规范[17-18]；三是法规规定不够具体。多数法规标

准原则性、程序性规定多[19]，具体技术性指标要求少，

不便于操作。如宰后检查，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
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仅规定“宰后对畜禽头部、蹄

（爪）、胴体和内脏（体腔）的检查应按照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和规程执行”、“应利用宰前和宰后检查

信息，综合判定检疫检验结果”[20]；而巴西《动物源食

品生产和卫生检验法规》不但对宰后检验的人员资质要

求、检查类型、检查方式以及可判断为不合格的数十种

情形做了详细规定，同时还制定了禽、牛、马、羊、猪

的特殊宰后检验要求。为此，建议参照巴西及美国[21-22]

等其他肉类主要生产国的做法，制定肉类安全管理综合

性法规，以统一和强化畜禽肉类安全管理，并细化从养

殖、屠宰、加工、上市流通等肉类产业链各环节的安全

管理和技术要求。

4.2 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执行体系

强有力的监管力量是保证法规得以有效实施的关

键。巴西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全国一体化的三级农牧业卫

生控制体系，并在法规中明确中央、地区和地方各级的

职能职责，各级机构内部的职责分工也通过部门规章形

式进行详细规定，使得监管机构在行使监管权时有法可

依，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运行效率。与此同时，巴西中

央层面的管理资源非常充足，仅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

部下属的农牧业保护局就有5 个司局与畜禽产品安全管理

直接相关，其中动物源产品检验司就设有10余个处室，

分工非常细致。中央监管层充足的资源一方面可以提高

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同时有足够能力对各地方机构的政

策实施情况形成有效监督，保证政策的贯通实施。鉴于

我国肉类安全分段监管的体制设计，建议加强统一协

作，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各类监管机构的职权，避免职

能交叉，避免监管空白[23]。

4.3 依托科学的技术支撑体系

巴西的畜禽及产品检测官方实验室不是按行政区划

建设，而是在国家层面整体布局，根据需要建立若干区

域实验室，这既有利于集中资源建设高水平实验室、保

证实验室的利用效率，也避免了低水平重复投入和资源

浪费。同时，巴西有官方实验室管理的专门立法，明确

实验室的法律地位，保证实验室的规范管理和持续稳定

运行。这种统一规划、整体布局、立法保障的技术支撑

体系建设路径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建议加强对我国肉类

食品安全检测资源的整合，完善检测的设备、技术、手

段等，提高检测的质量和效果[24-25]。

4.4 注重监管政策与安全信息的透明

巴西的肉类产品能得到全世界广泛认可并顺利销

往100多个国家/地区，与其政策法规及疫病疫情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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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密切相关。在巴西肉类安全主管部门的网站上，可

以非常方便地查阅各种管理政策文件、实验室布局、官

方检验检测方法等信息。同时，巴西也非常注重利用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官方网站，向世界各国通报国内动物数

量、官方兽医、实验室能力、疫苗生产及免疫情况、动

物疫病状况、疾病控制措施、控制效果等相关贸易国家

关注的疫病疫情信息，以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26]。尽管

我国相关政府网站有肉类安全政策法规、标准及其他信

息发布，但信息渠道分散，查询非常不便，食品安全信

息公开还有巨大空间[27]。在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信

息方面，我国与巴西也存在一定差距，如在该组织发布

的7 种重点动物疫病官方状况信息中，我国有3 种疫病被

其列为“官方疫病状况缺失”[28-30]。透明度不足影响了出

口肉类竞争力[31]，我国畜禽肉类产品要获得更多国际认

可，进一步提高肉类安全信息的透明度非常必要。

5 结 语

巴西的肉类安全管理体系为其肉类产业平稳健康发

展、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强有力保障。我国是肉类生产

和消费大国，肉类食品行业已逐步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

的重要产业，对促进农牧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障

消费者身体健康和扩大外贸出口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32]。充实监管资源、完善法规体系、优化技术支撑

体系，对于提高肉类安全监管能力、保障肉类安全非常

必要。此外，我国肉类产品要赢得国际市场信任，除产

品本身质量安全水平外，监管政策制度及相关安全信息

的“透明”也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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