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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在传统食品市场出售活体野生哺乳动物所带

来的公共健康风险 

 

 

临时指导文件 

2021年4月12日  
        

    
 

执行概要 

世界上许多地方常见的是传统食品市场 i，而不是超

市。它属于社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许多低收入群体

主要从这里获得价廉物美的新鲜食品，对于全世界成千

上万城市和农村居民而言也是重要的谋生之道。 

受国家或地方主管部门监管的传统食品市场在个人

卫生和环境卫生方面高标准运营，对工人和顾客来说安

全无虞。 

如果这些市场允许销售和屠宰活体动物，特别是野

生动物，而这些动物的潜在风险又无法正确评估，可能

就会出现重大问题——问题出在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当

野生动物 ii在市场开放区域笼养或圈养、屠宰和剥皮

时，这些区域会被体液、粪便和其他废物污染，增加了

向工人和顾客传播病原体的风险，并可能导致病原体溢

出到市场中其他动物。这种环境为冠状病毒等动物病毒

提供了自我扩增和传播给人类等新宿主的机会。 

大多数新出现的传染病——如拉萨热、马尔堡出血

热、尼帕病毒感染和其他病毒性疾病——都源自野生动

物。在冠状病毒家族中，人畜共患病病毒与 2003年的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和 2012 年首次发现的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有关。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源于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进
入人群传播。尽管 SARS-CoV-2 出现的具体机制尚未明

确，但在某个时间点上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了

使病原体能够跨物种或多物种传播的相互作用。世界卫

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环境署）认识到人畜共患病的反复出现以及其

中部分疾病在野生动物贸易价值链中的联系 1。 

 
i 传统食品市场是本文件使用的术语，包括销售动物源性/非动

物源性/干货食品的生鲜市场、非正规市场和农贸市场，这些

市场有时会现场饲养和宰杀活体动物。 

应该注意的是，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在不同动物物种

（如陆生与水生动物物种）和各类养殖和经销系统中存

在差异。因此，需要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适当的风险管

理策略。捕获的野生哺乳动物可能携带人畜共患传染病

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可能未被发现进而影响到接触它

们的人类 26。 

世卫组织与粮农组织、国际兽疫局、环境署和其他

国际机构密切合作，确保全球粮食系统可持续、安全和

有保障，确保各国加强粮食管理制度能够获得技术支

持。本文件的目的是为食品安全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提

供指导，以减少 COVID-19 和其他人畜共患病在传统食

品市场的传播风险。尽管本文件重点关注在出售活体动

物以供食用的传统食品市场出现疾病的风险，但也适用

于野生动物的其他利用方式。对野生动物的各种利用方

式都应当遵循保护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的思路，遵守

各国以及国际上有关受威胁和濒危物种的法规。 

为减少传统食品市场出售活体野生动物以供食用所

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

建议各国政府应考虑紧急采取若干行动，让传统市场更

加安全，同时认可传统市场为大量民众提供食物和生计

的核心作用。 

ii 指表型未受人类选择影响且生活不受人类直接监管或控制的

动物。https://www.oie.int/index.php?id=169&L=0&htmfile=gloss
aire.htm#terme_animal 

https://www.oie.int/index.php?id=169&L=0&htmfile=glossaire.htm#terme_animal
https://www.oie.int/index.php?id=169&L=0&htmfile=glossaire.htm#terme_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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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各国主管当局采

取以下行动： 

1. 除非有明确有效的法规和充分风险评估(a)，否则应

紧急暂停买卖活捕野生哺乳动物以供食用或繁殖用，

并关闭食品市场中出售活捕野生哺乳动物 iii的摊位。 

2. 加强监管基础，提高传统食品市场的个人卫生和环

境卫生标准，减少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风险。在当前

大流行期间，应在市场环境中推行额外措施，如人流

管理和保持身体距离、设置洗手站和消毒站以及宣传

呼吸道卫生，从而限制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的可能

性。 

3. 进行风险评估，为制定法规提供证据基础，以控制

面向市场供人类食用的养殖野生动物和捕获野生动物

传播人畜共患病微生物的风险。法规应解决养殖野生

动物的可追溯性问题，确保它们与捕获野生动物区分

开来，并规定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4. 保证食品检验员受到充分培训，确保商户遵守法

规，保护消费者健康，承担相应责任。此外，负责管

理传统食品市场的主管部门应配备足够资源，以便始

终如一地执行聚焦于食用动物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法

规。 

5. 将家畜和野生动物均纳入动物健康监测系统，加强

对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监测。这样可以在病原体出现

时提供早期预警，并与公共卫生监测系统一起提供证

据基础，制定管控措施防范人类健康风险。 

6. 为市场商贩、摊档经营者、消费者和广大公众设计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应宣传食品安全原

则和人类-动物相交处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传播风

险，以及食用买卖野生动物的相关风险。活动还应当

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宣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及

任何对野生动物的利用都必须合法、可持续、安全和

负责任。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致力于协助各国政

府加强食品安全法规，禁止在无有效法规的情况下销售

活捕野生动物以供食用，并管控所有供人类食用的动物

和动物产品的安全。 

 
(a) 有效的法规定义为基于风险的措施，为保护消费者和员工健康以及确保食品

安全减少风险 
 

引言 

公共卫生风险 

COVID-19 大流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多部

门协调应对。没有证据显示食用食物与这一疾病的传播

有关联。同样，没有证据表明造成目前 COVID-19 大流

行的病毒为家禽、猪、羊或牛等食用家畜携带 2,28。引起

COVID-19 的病毒很可能起源于野生动物，因为它属于

通常在蝙蝠中发现的冠状病毒组 3,4。一种假设是，该病

毒最初通过尚不明确的中间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另一

种可能性是，该病毒直接从某种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 

部分已知最早 COVID-19 病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武

汉市的一个传统食品批发市场有联系，有些病例则没

有。许多最初的 COVID-19 患者是该市场的摊主、市场

员工或常客。2019 年 12 月从该市场采集的环境样本

SARS-CoV-2 检测结果呈阳性，进一步表明武汉市的这

个市场可能是疫情源头和/或在疫情的最初扩大中发挥了

作用。确定是否以及哪些野生动物物种促成了该病毒最

初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仍然是一个关键的研究问题。

答案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大流行得到控制后防止病毒

再次出现。 

在 2003 年 SARS 流行期间 5，从中国传统食品市场

上出售的活体野生动物中分离出 SARS-CoV-1类似病毒
6。这表明，传统食品市场的环境有利于动物冠状病毒扩

增以及向人类等新宿主传播 6。某活体动物市场的员工

中发现了感染 SARS-CoV-1 的证据，已知最初病例中有

几人为厨师或餐馆工作人员，曾处理准备食用的野生捕

获动物 5,6,27，说明野生动物的销售和加工与 SARS-CoV-
1 的传播有关联。 

SARS-CoV-1 和 SARS-CoV-2 属于在哺乳动物中发

现的一组冠状病毒，其他病毒则可能通过传统市场中的

非哺乳动物传播。1997 年出现人感染甲型 H5N1 禽流感

时 7，发病前一周去过家禽零售摊位或销售活禽的市

场，与感染风险有重要关联。  

禽流感病毒不会通过煮熟的食物传播，但在传统市

场环境中可以在处理和屠宰过程中从被感染的动物传播

给人类。因此，在这种市场必须尽可能限制活体动物、

屠宰作业和人类之间的密切接触。 

为减少活体动物销售过程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

险，控制干预措施的成功有赖于“一体化卫生”的方

iii 本文件提及野生动物时指哺乳动物，不含水生动物。 



减少在传统食品市场出售活体野生哺乳动物所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 

-3- 

法。这意味着人类健康主管部门、食品安全主管部门、

兽医公共卫生机构；以及野生动物、林业和环境机构之

间的合作 8。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为各国食品安全主

管部门制定了这份临时指导文件，介绍如何减少人类感

染风险并遏制 COVID-19 等人畜共患病从传统食品市场

或活体动物市场传播开来的可能性。 

传统食品市场 

传统食品市场，有时被称为“生鲜市场”，因当地文

化、社会经济条件、食品种类和饮食偏好的不同，在各

个国家甚至各国内部不同省份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在许

多国家，这种市场是价廉物美的新鲜食品的主要来源，

尤其是对于许多低收入群体而言。传统食品市场具有重

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作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成千

上万人赖以为生。然而，所有传统食品市场应当有一个

重要的共同点：须为社区提供安全、有营养的食品。 

典型传统市场为半开放空间，售货摊位排成一排，

过道狭窄。清洗生鲜用水，加工食物也用水，如切鱼片

和宰杀后动物剥皮；还用水清洁工作台面、地板和下水

道。冷却食品的冰块融化后产生的水也有助于形成“潮

湿的市场”环境。 

传统食品市场通常分区销售不同类别食品。部分区

域，例如卖鱼的摊位，会划为湿货区，而卖干香料或谷

物的摊位则划为干货区。熟食销售也很常见，可在市场

区域内食用，也可外卖。由于场地通常价格高昂，摊位

之间可能非常接近，物理隔离很少或没有。 

传统食品市场通常行政管理结构复杂，不同监管和

执法机构多项职责交叉重叠。这类市场用于维护改进的

财政资源也有可能分配不足。提高市场的卫生标准和食

品安全需要协调一致解决，而这些因素会造成障碍。 

建议措施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建议各国政府紧急

采取若干行动，减少与传统食品市场相关的食品生产和

销售链中人畜共患病原体传播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1. 暂停传统食品市场活体野生动物出售的紧急法规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所有各国主管部门

除非有明确有效的法规和充分风险评估，否则应紧急暂

停买卖活捕野生哺乳动物以供食用或繁殖用，并关闭食

品市场中出售活捕野生哺乳动物的摊位。 

活体野生动物的推广销售与新型人畜共患病病原体

的出现有很大关联 8。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据称是

超过 70%全部人类新发传染病的源头 9,1012，其中很多传

染病为新型病毒所致。存有活体动物并宰杀剥皮的传统

市场对于员工和顾客而言均有病原体传播的特殊风险。

为了减轻这种风险，监管部门可以立即采取的紧急措施

是制定条例关闭此类市场或关闭市场中饲养或出售活捕

野生哺乳动物的区域，减少人畜共患病病原体传播的可

能性。 

这些紧急措施应为临时性质，而主管部门应对每个

市场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导致人畜共患病病原体传播的

关键领域和做法。任何此类新条例都应含有识别动物来

源的条款，确保活捕野生动物不会被非法引入野生动物

养殖场，从而增加循环于野生种群中的人畜共患病原体

发生传播的风险。 

这些紧急条例应设有时限，具体指明不再适用、应

当修订或重新适用的日期或条件。紧急条例中应含有关

闭或重新开放市场或市场部分区域的条件。主管部门应

与市场管理方合作，采取措施减轻已查明的风险。只有

在符合食品安全、卫生和环境标准并遵守有关条例的情

况下，市场或市场部分区域才能重新开放。 

必须指出的是，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经过卫生处理和

充分烹饪的野生动物的肉会传播 SARS-CoV-22,11。但接

触被感染野生动物的唾液、血液、尿液、粘液、粪便或

其他体液有直接传播给人类的风险。此外，有动物圈养

的市场区域或接触被 SARS-CoV-2 污染的物体或表面有

额外的感染风险 12,28,29。 

这些新条例应当作为鼓励活体野生动物市场改变行

为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应考虑推行激励措施鼓励更安

全的做法，而风险沟通能在获得关键利益攸关方支持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禁令并不能阻止市场中所有交易者，

买卖可能继续非法进行，这种风险始终存在。违反新法

规的行为必须处罚到位，以鼓励遵守法规的行为，同时

必须考虑执法资源。应考虑采取其他措施，支持或鼓励

参与买卖活体野生动物供人食用的商人和其他相关人等

寻找新的谋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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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传统食品市场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标
准，以减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和人与人之间的
疾病传播风险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各国主管部门加强

监管基础，提高传统食品市场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标

准，以减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在这次大流行期

间，应在市场环境中推行额外措施，如人流管理和保持

身体距离、设置洗手站和消毒站以及宣传佩戴口罩等呼

吸道卫生措施，从而限制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的可能

性。 

传统食品市场往往与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和重大食源

性疾病的爆发有关 8。一些传统食品市场的环境既有食品

安全风险，也有职业健康风险，只有通过改善个人卫生

和环境卫生才能解决。卫生改善减少疾病传播的例子有

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为减少禽流感和其他新出

现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传播而采取的干预措施 15,16。负

责管理传统食品市场的主管部门必须吸取过去的这些教

训，接受“健康食品市场”的概念 8，制定综合战略，

提高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的标准。 

这些战略的设想是逐步取消在公众附近销售和屠宰

活体动物，或将这些活动物理隔离，以减少人畜共患疾

病的传播风险。屠宰和剥皮应在官方兽医部门管理的适

当设施中进行，以便进行宰前和宰后检验 25。提升个人

卫生和环境卫生标准的计划需要纳入的关键领域是卫生

设施（厕所、洗手）、防治虫害、废物管理和处理（固

体和液体废物）、排水和污水处理。食品处理和销售活

动应转移到表面便于清洗消毒、维护良好的摊位。 

世卫组织制定了各国政府可用于提高传统食品市场

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标准的指南 15,17，并根据 COVID-19
大流行的情况进一步完善指南。顾客光顾传统食品市场

时应遵循世卫组织防止感染传播的建议措施。16 这些措

施包括触碰动物和动物产品后用肥皂和饮用水定期洗

手，但顾客最好避免触碰动物或触碰自己的眼睛和口

鼻。在拥挤的市场环境中按世卫组织建议保持身体距离

似乎更具挑战性，但市场主管部门可以设计顾客经过各

摊位的单向通行路线，互相之间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

负责食品安全的主管部门应开展宣传活动，让消费者了

解处理、屠宰和销售活捕野生动物的相关风险，以及对

这些活动加强监管的理由。这种宣传活动还会提供机会

教育那些依靠野生动物谋生的个人以及广大公众，让他

们了解不可持续地利用野生动物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完整性的不利影响。 

负责市场管理的主管部门应在大流行期间实施适当

的临时生物安全措施，包括： 

• 限制进入传统食品市场的客流量，避免过度拥挤 

•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涂刷地面标记，确保排队有

序，符合进入传统食品市场保持身体距离的建

议要求 

• 在市场入口提供洗手液、消毒喷雾和一次性纸巾 

• 确保根据国家或当地规则或建议佩戴口罩 

• 市场内利用地面标记协助保持身体距离 

• 安装有机玻璃屏障，避免消费者直接接触活体

动物 

• 鼓励使用无接触支付方式 

• 确保市场每日包括废物管理在内的清洁和卫生

工作遵循严格标准。 

3. 管控面向市场供人食用的野生动物养殖和销售
的食品法规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所有各国主管部门

进行风险评估，为制定法规提供证据基础，以控制面向

市场供人类食用的养殖野生动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传播人

畜共患病微生物的风险。法规应解决养殖野生动物的可

追溯性问题，确保它们与捕获野生动物区分开来，并规

定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养殖野生动物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常见做法。13 国

家食品法规应包括严格的农场生物安全措施，以防止人

畜共患疾病的引入或传播。与所有动物源性食品一样，

所有国家食品法规中必须包括对动物源性食品生产、加

工和销售的具体卫生要求。这类食品法规应有相应条

款，采用基于风险的系统方法评估和管控整个食品链的

微生物危害，加强食品安全。负责监督和执行动物源性

食品和人畜共患病相关法规的兽医管控主管部门需要检

查野生动物养殖场以及这些动物被加工成食品、分销和

销售的场所，确保合规。可能还需要进行其他若干调

整。首先，动物健康和福利相关的具体国家法规应适用

于养殖场。其次，屠宰时应进行宰前和宰后检验。第

三，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所有阶段都应适用个人卫生

和环境卫生规定。最后，有必要规定可追溯性。 

野生动物养殖对食品链上所有工作人员构成职业风

险 14，因为这些动物可能是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来源。

动物健康检验是发现由这种微生物引起的临床症状并将

有此类症状的动物排除在食物链之外的重要手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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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非所有人畜共患病病原体都会在动物宿主身上产

生疾病的外部体征。许多微生物危害，特别是那些仅存

在于胃肠道的微生物，可能不会引起动物疾病。动物胃

肠道中的病原体可能会污染食品和周围环境。因此，必

须对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屠宰、剥皮、处理和加工过程中

的农牧业实践和良好卫生实践进行严格监督。 

野生动物养殖场需要登记审批，并由相关主管部门

检查是否符合动物健康和福利的标准 iv。传统食品市场

若出售活体养殖野生动物，应针对市场制定并执行食品

法规以及结构性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标准。此类食品法

规应应着重于禁止公众进入动物屠宰和剥皮的区域。屠

宰过程应在兽医检验员监督下在单独分开的卫生区域进

行，不得随意进入该区域。分区和监督必不可少，因为

饲养、屠宰和剥皮的场所可能被粪便和其他分泌物污

染，存在病原体传播至员工和顾客的风险。 

4. 培训食品和兽医检验员遵守和执行新法规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各国主管部门保

证食品检验员受到充分培训，确保商户遵守法规，保

护消费者健康，承担相应责任。此外，负责管理食品

市场的主管部门应配备足够资源，以便始终如一地执

行聚焦于食用动物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法规。 

食品检验是国家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因为它的目的是确保出售的食品符合食品立法规

定的安全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食品和兽医检验员必

须经过培训，具备资格，没有利益冲突。18 对野生动物

养殖场或出售养殖野生动物的市场进行检查的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充分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并独立履

行职责，以一致的方式管控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应为每

位食品检验员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保存培训记录，确

保记录随时更新。执法行为应记录在案。食品和兽医检

验员应遵循明确规程与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密切合作，查

明野生物种非法交易并执行相关国家和国际法规。  

负责管理传统食品市场的主管部门也应配备足够资

源，以便始终如一地执行聚焦于食用动物生产、加工和

销售的法规。 

 
iv《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规定，为商

业目的繁殖附录一动物物种的企业应在 CITES 秘书处登记后

5. 加强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监测系统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各国主管部门将

家畜和野生动物均纳入动物健康监测系统，加强对人

畜共患病病原体的监测。这样可以在病原体出现时提

供早期预警，并与公共卫生监测系统一起提供证据基

础，制定管控措施防范人类健康风险。 

疾病监测是一项以信息为基础的活动，要收集、分

析和解读动物和人类疾病相关行动的数据。在当前大流

行和其他人畜共患病事件的管理中，所有负责监测的国

家机构必须合作，确保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应对工作连

贯合理 19。目前，人类健康监测属于公共卫生部门的职

责，而家畜监测由兽医服务部门负责。 

如果对野生动物疾病进行监测，通常由兽医部门和

林业、环境或野生动物部门负责。国家家畜和野生动物

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监测系统在出现此类病原体时会发出

早期预警，该系统应当与公共卫生监测工作密切协调，

以便在病原体影响人类健康之前有机会予以管控 20。野

生动物疾病监测系统尚不普遍，但迫切需要发展，与家

畜健康监测计划协调进行。 

应建立国家级工作组或委员会，分享关于人类、家

畜和野生动物监测系统的信息。该委员会需要确定在国

家一级协调人类和动物疾病监测的实用方法，包括数据

管理、通信网络和采用“一体化卫生”方法的国家和区

域实验室网络。 

6. 针对市场商贩、摊档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食品安
全宣传活动 

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环境署呼吁各国主管部门为

市场商贩、摊档经营者、消费者和广大公众设计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应宣传食品安全原则和

人类-动物相交处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传播风险，以及

食用买卖野生动物的相关风险。活动还应当向所有利

益攸关方宣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任何对野

生动物的利用都必须合法、可持续、安全和负责任。 

多年来，世卫组织与粮农组织和国际兽疫局一起，

通过与各国的合作努力，提高出售活体动物的传统食品

市场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标准，获得大量经验 17,21。

在中国爆发禽流感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期间，查明市

场环境中的高风险做法，并采取了干预措施 21。同时还制

其标本才能进行国际交易。
(https://www.cites.org/eng/resources/registers.php) 

https://www.cites.org/eng/resources/register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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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宣传和培训方案，旨在以低成本、可持续、适合本

地条件的方式减少传统食品市场中疾病传播的风险 22。但

此类干预措施的规模仍需扩大。 

为了成功开展旨在减少 SARS-CoV-2 和新出现的人

畜共患病在传统食品市场环境中的传播风险的宣传活

动，第一步是评估市场员工对食品卫生、食品安全、

COVID-19 及其传播和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相关问题的

认识，以及他们目前的相关工作。需要进行调查和知

识、态度、实践（KAP）研究，收集和评估相关数据，

根据市场员工和市场顾客的需要设计之后的宣传活动，

让员工和顾客更多地了解处理活体野生动物的风险以及

为减少或缓解这些风险可以采取的措施。 

传统的食品市场有定期光顾的大量顾客，提供了传

达信息的机会，可以向员工和顾客宣传食品安全和人畜

共患病传播的风险。此外，应该为市场员工和摊主开展

正式培训课程，课程安排应尽量避免干扰正常工作。应

定制易于理解的信息，利用社交媒体渠道和手机等各类

平台上传播，鼓励行为改变。 

世卫组织编写的“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素”宣传材料提

供了现成的基本食品安全信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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