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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讨论动物
福利问题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开放性。 2013年，
由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性组织—动物福利国际合
作委员会（ICCAW）成立，致力于”推广动物福利
理念，实施动物福利友好型农业体系，提高畜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最近进行的讨论也表
明，人们对制定动物保护法的兴趣也越来越大。1

在欧盟方面，冯德莱恩委员会已把可持续发展作
为其议程的核心，而“从农场到餐桌”战略的公布
为期待已久的欧盟动物福利标准审查铺平了道
路。新冠危机后，欧盟也十分重视建立抵御力和
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与中国在动物福利方面合作
可以促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1 https://twitter.com/paulrspca/
status/1264483940775141376?s=20

語境

 “ 新冠疫情显现了人畜共患病对人类健康和经济发
展造成的巨大代价，尽管此次疫情是源自于野生动
物，但也提醒了世界，集约化农业也在传播人畜共
患病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如何生产和
消费食物，不仅对动物，而且对公众健康、环境、人
类和气候都有影响。共同努力改善动物福利，可以
发挥关键作用，找到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全球
挑战：气候变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以及大流
行病的蔓延。随着欧盟在这方面工作的发展，如“
从农场到餐桌”战略的制定，人们可以预期欧盟在
改善动物福利的标准方面会有很大进展，现在是
有史以来我们与中国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

在Eurogroup for Animals发布中国
报告时，欧盟农业委员亚努什·沃伊
切霍夫斯基在致开幕词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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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自1975年首次建立以来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性已成
为双方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欧盟已成为中国最
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
伴。201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5600亿欧元，其中
中国动物产品对欧盟进口约占0.6%（23亿欧元），
欧盟对华畜产品出口占3.7%（73亿欧元）。2 

2020年12月，欧盟和中国签署了投资协议，在可
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了一系列广泛的承诺。 虽然
协议呼吁双方促进负责任的商业行为（RBC）/企
业社会责任（CSR），但却不能确保欧盟和中国的
投资不会助长不可持续的畜牧业做法。因此，更
有必要建立合作伙伴之间的平行合作结构，特别
是在动物福利方面的合作，以确保动物福利被视
为是RBC/CSR的组成部分，并确保协议促进的投
资不会助长不可持续的食品系统。

2 https://webgate.ec.europa.eu/isdb_results/factsheets/country/
details_china_en.pdf (统计包括HS类别1-5，即活畜、肉类、乳制
品、鸡蛋和其他未加工产品)

罗非鱼产品

精梳羊毛、羊毛油
脂以及山羊羊绒

兔肉

中国也是排在越南和毛里
求斯之后与活体灵长类动
物出口相关的来源国

中国向欧盟出口

欧中关系的可持续性

 “ 今后，（中国）将积极促进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以
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是深入开展具
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型动物福利研究，促进我国畜牧
业安全、高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第二，
中国将积极参与动物福利国际标准的制定，协调
合作，促进公平公正的动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

肖肖博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动物福
利中国联络员，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国
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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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物福利的不断聚焦，可以在寻求解决我们目
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以及新冠大流行）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猪肉 
140万吨 

30亿欧元

牛、羊、马 
86.3万吨 
14亿欧元

冷冻牛肉 
1.2万吨 

560亿欧元

猪禽油脂 
1.2亿吨 
1550亿欧元

欧盟出口第三大目的地国

欧盟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国

欧盟也向中国出口纯种种猪和种禽 
（特别是祖父母代和父母代鸡苗）

通过积极促进动物健康，
帮助粮食生产部门打造
更强的抵御力。

改善饲养动物的条件，也
可以在不增加饲养动物
数量的情况下，有助于对
抗气候危机。

最后，提高动物福利标准
也可以为生产者带来实
际的经济效益。

动物健康还有助于降低食
源性疾病和人畜共患疾病
的风险，并能减少抗生素
在动物饲养中的使用，从
而有益于人类健康。

欧盟向中国出口

动物福利标准
提高动物福利标准有助于实现若干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考虑到这些危机的紧迫性以及欧中双方最近的
政治发展，现在是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机，呼吁欧
盟和中国就此问题进行合作。

动物福利如何成为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中国

欧盟

零饥饿 健康生活 气候行动
体面的工作 
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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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对公众健康
带来巨大的益处，降
低肥胖、糖尿病和心
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减少水污染，因为
乳制品和肉类行业
是水的一个巨大污
染源。

提高肉类和乳制品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也
将有助于对抗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因为乳制品和肉类
部门约占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14.5%。

需要向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系统过渡
朝着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体系迈进，包括降低肉类和奶制品的生产和消费， 
这样做可以产生多种积极影响：

 “ 密集的生产系统依赖于动物药物的使用、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以达到动物促长的目的。这意味着将加
剧脆弱性，气候变化造成的飓风越多或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越多，这些密集生产系统就越脆弱。每次洪水
或暴雨发生时，抗生素和激素最终都会在自然水域和河流中传播，给自然资源带来额外的压力。

克里斯蒂娜·蒂拉多博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健康生活 水质气候行动
陆地生物， 
持发目标 水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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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循环农业和再生农业，并依靠像手机和人工
培植和植物肉类生产的新技术，中国和欧盟目前
正在开展许多创新实践。这些都可以作为双方富
有成效的合作的基础。

分享创新方法和最佳实践

 “ 我们不仅将加快动物福利立法进程， 
适当增补和修订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同时还要推动制定促进动物福利的综合性 
新法规。

于康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2017年

 “ 中国是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欢迎
Eurogroup for Animals提交的报告。其中阐述
的一套重要的多项参与方式，可供欧盟健康与
食品安全总司和所有相关的其他总司进行选
择。这份文件有助于今后更好地聚焦和协调。 

安德里亚·加维内利， 
欧盟委员会动物福利、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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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group for Animals希望为未来发展提供以
下建议：

 » 欧盟可以汲取最新的动物福利科学成果来提
高动物福利标准，并为目前未受保护的物种制
定标准。中国还可以在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
会和中国科学院等权威机构的领导下，建立强
制性动物福利标准。

 » 欧盟和中国可以在即将制定的欧盟-中国2025
年《合作议程》中明确提及动物福利问题，特别
是在公共卫生合作部分包含保护动物福利的
内容。

 » 在中欧农业对话中，动物福利可以明确作为可
持续发展农业的一个环节。在该对话机制下实
施的各类方案，如青年农民的交流，也可以具
体关注这一主题。

 » 欧盟和中国可以就未来的粮食政策建立一个
联合专家工作组，研究包括可持续和更高福利
的畜牧业生产、动物福利以及人道和可持续的
蛋白质创新。例如，欧盟和中国可以发展研究
人员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猪、鱼和肉鸡福利
方面共同研究，以制定指导方针，使生产者能
够在具体考虑各种情况的前提下增强动物福
利。

 » 今后在中欧投资协议中，双方可以要求欧盟企
业在中国投资畜牧农业时遵守同等于欧盟的
标准。关于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条款也可以将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水生和陆地动物卫生法
典》列入缔约方承诺遵守的国际承诺清单

 » 欧盟和中国可以由欧盟健康与食品安全总司
与中国对应单位—农业农村部以及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一份谅解备忘录，以
便在动物福利方面开展结构更清晰的合作，来
应对类似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问题。

EUROGROUP FOR ANIMALS  
- 贸易政策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urogroup for Animals动物保护组织成立
于1980年，是世界领先的泛欧倡导保护动
物的组织。我们集结并扩展了欧洲、瑞士、
塞尔维亚、挪威、澳大利亚和美国近70个国
家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呼声。我们携手一
致，共同为在实验室、农场和家庭中饲养的
数十亿只动物以及野生动物发出心声。

Eurogroup for Animals的信念是，要采取
包容的方法，与所有利益相关方（从农民和
企业到政治决策者）进行合作，确定改善动
物福祉的共同道路。本组织是40多个欧盟
专家咨询机构的一部分，涉及的领域包括
农场饲养动物、野生动物、用于科研目的的
动物，同时也包括相关的欧盟贸易协定。在
欧洲议会中，我们负责Intergroup on the 
Welfare and Conservation of Animals（跨
团体动物福利和保护组织）秘书处的工作，
该组织有24个成员国以及来自各类政治团
体的93名议员。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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