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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传播背景下， 各国陆续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国际

旅行、 限制国际运输和直接限制特定产品输出或输入的措施， 此三类措施对国际贸

易均有限制作用。 《国际卫生条例》 并没有限制各成员在疫病流行的情况下对国际

贸易采取限制性措施， 反而要求各成员要加强对国际旅行人员的检疫， 控制经由运

输工具造成的病毒传染， 对货物、 集装箱、 交通工具和物品的进境或出境可以采取

额外的卫生和检疫措施。 同时， 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下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还应该

符合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中关于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措施的要求，
以及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对临时性的检疫措施和长期的卫生检疫

措施的规定。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不会在很短的时期内被完全消除， 而国际贸易

为各国经济提供支持， 也是抗疫物资运输和补给的重要渠道， 国际社会应该考虑根

据适度安全的原则， 对国际贸易采取限制程度最低的措施， 以便在保护人类健康和

维持世界经济运行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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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传播， 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国际旅

行的限制和检疫措施， 从减少航班、 取消航班到对旅客的强制性检疫措施等。 从人

类过去的流行病防疫经验看， 突发传染病所引发的恐慌有时导致国家采取武断的和

不必要的检疫措施 （Ｇｒｉｌｌｅｙ， ２０１７） ［１］。 现在令人担忧的情况是， 一些国家在采取限

制国际旅行措施的同时， 也开始对国际运输和国际贸易进行限制， 前者包括对未过

病毒潜伏期隔离的机组人员或者船员入境的限制， 对交通工具入港过境的限制， 对

交通工具和货物的消毒， 以及延迟报关等要求； 后者包括对来自疫情发生国的动物

产品或农产品进口的限制。 这些措施可能对疫情发生国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影响

抗击疫情的医疗和民生物资的进出口， 从而恶化疫情蔓延下的世界经济。 在没有充

足的证据证明国际贸易造成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情况下， 各国应该谨慎采取限制

国际贸易的措施。 而且， 即使国际贸易的进行不能完全避免病毒传播的微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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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贸易在维持各国抗击疫情上的工具性作用， 各国应该考虑接受适当的风险

标准， 以便在保护人类健康和保持国际贸易的有序进行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本文研究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情况下各国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措施需要符合的现

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 同时主张各国应该考虑适用适度风险原则而不是零风险原

则， 以便能够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维持必要的国际贸易之间达到新的平衡。

一、 影响和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

２０２０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全球传播后， 各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或限

制国际贸易的措施， 主要有下面三类：
（一） 限制国际旅行

由于人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最主要的宿主， 限制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或者潜在

的感染者或者疑似感染者的国际旅行， 是各国普遍采取的阻断该病毒传播的措施。
限制国际旅行的措施包括暂停签证的签发、 关闭边境、 入境和出境限制， 以及航班

暂停等。 例如， 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６ 日， 共有 ９６ 个国家颁布了不同的针对

中国旅客的旅行限制措施。①

限制国际旅行的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①需要人员跨境流动的国

际服务贸易暂停， 包括跨境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如医生、 教师、 工程师、 艺术表

演人员等。 ②面对面商务谈判和展览等商务撮合和推介活动的暂停。 ③商务纠纷解

决的延迟： 很多商务争端是通过线下的调解、 仲裁或诉讼解决的， 国际旅行限制使

得很多国际商务争端解决受到严重延迟， 国际调解员、 仲裁员、 证人的出庭受到影

响， 法院开庭也常常延迟。 一些商务纠纷的当事人无法承受因延迟带来的进一步损

失。 ④国际旅行限制本身导致很多行业受损， 相关贸易活动下降。 比较典型的是旅

游业遭受严重打击， 世界旅游组织估算， ２０２０ 年新型冠状病毒将使国际旅游业的

客流量下降 ２０％～３０％， 这意味着将给旅游业提供国造成 ３０００ 亿 ～ ４５００ 亿美元的

损失。② 旅游业的衰退引起相关的餐饮和旅店服务营业严重下降， 这些行业的暂时

衰退都影响了相关贸易的活跃度。
（二） 限制国际运输

国际贸易离不开国际运输， 国际运输的中断， 直接导致国际贸易无法进行。 限

制国际运输的措施主要是限制路陆、 水路和空运的入境， 具体的限制措施主要是针

对空运的机组人员、 海运的船员和交通工具。 例如澳大利亚要求离开中国不足 １４
天的船舶要先在澳大利亚毗连区内的隔离区域停留满 １４ 天再进入引航区； 菲律宾

则取消了所有经停受疫情影响国家港口的船舶直接进入码头泊位的权利； 巴西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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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３０ 天内抵达过中国的船只， 在签发检疫证明前， 需要提交医疗日志；① 俄罗

斯关闭了毗邻中国边界沿线上的 １６ 个通关口岸， 包括汽车和火车通关口岸， 等等。
随着疫情向各大洲扩散， 几乎每一个有疫病感染的国家都对国际运输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限制， 这些限制措施让国际贸易受到很大的阻断或干扰， 导致运输速度下降，
运输成本提高，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国际贸易完全停滞。

（三） 直接限制产品的输出或输入

随着疫情的全球流行， 一些国家采取了某些直接限制产品的输出或输入的措

施。 这类措施可以分为限制出口和限制进口两类。
１ 限制出口

限制出口的措施主要是限制医疗物质出口和重要民生物资， 例如粮食的出口。
采取这类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本国有充分的抗击疫情的资源储备。 现在很多

国家都限制本国医用口罩、 手套、 防护服、 呼吸机和消毒液等重要防疫物资的出

口， 中国、 印度、 美国和欧盟都先后颁布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物资出口限

制，② 例如美国甚至短暂地阻断了向加拿大出口 Ｎ９５ 口罩， 后经过磋商才有条件恢

复。③ 俄罗斯对于粮食出口实行配额限制， ２０２０ 年 ４ 到 ６ 月份的谷物出口配额是

７００ 万吨。④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 白俄罗斯、 亚美尼亚、 乌克兰、 柬埔寨、
越南、 印度和埃及都宣布了程度和范围不一的粮食出口限制。⑤ 世界贸易组织网站

可以查询到各国通报给该组织的、 与抗疫相关的贸易标准和措施， 包括在 《技术

贸易壁垒协议》 和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议》 下通报的措施。
２ 进口限制

一些国家对源自疫情发生国的某些产品的进口采取了直接的限制措施。 以涉及

我国的进口为例： 俄罗斯限制中国出产的， 具有异域特色的、 用于观赏的所有种类

动物， 包括昆虫、 节肢动物、 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等， 以及活体鱼类和水生生物进

入俄罗斯和经俄罗斯跨境运输； 韩国禁止从中国进口可能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

动物， 主要包括蛇类、 蝙蝠类、 貉、 麝猫等， 相关措施实施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解

除为止； 印度尼西亚禁止进口来自中国的活体动物； 吉尔吉斯坦禁止从中国进口农

产品； 约旦暂停进口来自中国的动植物产品； 阿塞拜疆禁止从中国进口牲畜、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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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海鲜以及野生动物园用动物等。①

从上述措施来看， 限制来自疫情发生国的进口产品方面， 各国的做法差异性和

任意性都很大。 总体来看， 受限的产品有动物产品， 也有植物产品； 其中动物产品

中， 有野生动物产品， 也有人工养殖动物； 野生动物中， 有哺乳动物， 也非哺乳动

物 （包括昆虫和鱼类）。 同时， 既有活动物进口受限的情况， 也有动物加工品进口

受限的情况， 这些措施覆盖的产品范围非常广， 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规律性都不

强， 却又普遍地对正常的贸易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实施上述进口限制措施的国家， 有的声明了其限制性措施是临时性的， 例如阿

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 但并没有指明临时期限的长度； 韩国则规定禁止从中国进口

可能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动物的措施将实施至疫情解除为止； 亚美尼亚则规

定， 禁止从中国进口动物产品及原料， 以及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以中国原料生产的动

物产品， 该禁令将持续到世界兽医组织 （ＯＩＥ） 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正式发

布解除中国疫情的时候。 从现在的疫情传播情况来看， 很多国家还处在新型冠状病

毒传入的早期阶段， 这可能意味着与疫情相关的限制进口的措施将在未来较长一段

时期内持续影响国际贸易， 所以这类措施急需要得到规范， 以控制其任意性， 维护

其合理性。

二、 《国际卫生条例》 没有禁止其成员对国际贸易采取限制措施

现行的 《国际卫生条例》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２００５ 年通过的， 修订前的

《国际卫生条例》 主要监管黄热病、 霍乱和鼠疫。 ２００５ 年修订的背景是 ２００３ 年暴

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ＳＡＲＳ）， 这次疫情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这类新

发的国际传染病方面的短板， 艾滋病的流行及 ＳＡＲＳ 的暴发显示了世界卫生组织需

要更多的授权和扩大所管理的传染病的范围 （Ｍｉａｎｏ， ２００６） ［２］。 《国际卫生条例》
实质上是一个国际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 世界卫生组织的 《世界卫生组织法》 第

２１ 和第 ２２ 条授权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通过 “预防疾病于国际间蔓延” 的规章。 规章

经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通过后， 在规定的时间内，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可以声明不遵守

该规章； 但是， 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反对规章， 则规章自动对所有的成员产生

约束力。 ２００５ 年修订的 《国际卫生条例》 已经以这种方式于 ２００７ 年正式对世界卫

生组织成员生效。
２００５ 年新修订的 《国际卫生条例》 努力在维护成员主权和防止疫病的全球流

行之间保持平衡。 它的机制是比较软性的， 此次疫情的大流行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在

防止传染病在全球流行方面应该继续推进改革 （边永民， ２０２０） ［３］。 虽然 《国际卫

生条例》 不是一个贸易管制文件， 但它的一些规定必然对疫情流行期间的国际贸

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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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卫生条例》 允许其成员对国际旅行进行限制

《国际卫生条例》 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规定，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人员可以向缔约成

员发布的建议包括 “不准嫌疑者或者受染者入境” “对嫌疑者实施检疫或其他卫生

措施”， 以及 “对受染者实施隔离和必要的治疗”。 对国际旅行进行限制在阻断新

型冠状病毒的国际传播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是各国普遍采取的防疫措施， 也得

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支持。
在疾病流行的情况下， 世界卫生组织一般会根据疾病流行的特点和严重程度谨

慎建议各成员是否要采取旅行或者贸易限制措施。 不过， 即使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

采取旅行或者贸易限制措施， 各成员仍然可以自行采取限制措施。 例如， 在 １９９１
年秘鲁暴发霍乱后，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都认为没有必要限制

国际旅行和贸易， 但欧共体仍然禁止了鱼和其他易腐货物的进口 （ Ｃｏｎｄｏ ａｎｄ
Ｓｉｎｈａ， ２０１０） ［４］。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 完全阻断国际旅行仍

然是弊大于利的。 国际旅行的完全中断将使医护人员的跨境支援难以进行。 在面对

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全新的、 传染性强的病毒时， 每一个国家的医护人员都有一个了

解病毒和学习救治方法的过程， 而那些较早实践的国家与疫情后发国家医护人员的

经验分享十分有助于后者尽快掌握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救治经验和医护人员的防护

知识； 医护人员的国际援助对于那些医疗系统比较脆弱、 医护力量薄弱的国家尤其

重要。
（二） 《国际卫生条例》 明确要求其成员控制经由交通工具传播的感染

交通工具有公营的， 也有私营的， 但它们都受到主权国家的管理。 《国际卫生

条例》 无法直接对交通工具的经营者施加国际义务， 所以是通过约束成员的方式

实现对交通工具的管理。 《国际卫生条例》 第 ２４ 条要求其成员确保 “交通工具经

营者保持其交通工具无感染源或者污染者， 包括无媒介和宿主”。 至于各成员如何

确保， 这是留给各成员的管理空间， 各个成员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来选择实施的工

具和措施， 例如可以考虑对船舶、 飞机和火车等交通工具实施检疫措施， 包括消

毒， 对船员和机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有 １４ 天的潜

伏期， 这可能还意味着需要对入境的船员和机组人员进行 １４ 天的隔离。 例如到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有近万名中国籍船员的上船协议或者劳动合同到期， 需要下船休假，
我国对此做出规定： 如果船舶离开上一个港口到抵达港之前在海上航行超过 １４ 天

的， 船员健康记录显示船员健康状况正常， 并且到港以后经过海关检疫部门检疫，
没有发现不正常的情况， 允许船员入境下船； 或者船舶离开上一港口到抵达港不满

１４ 天的， 船上的记录显示船员健康状况正常， 同时经过海关检疫部门检疫， 也没

有发现不正常的情况， 也是准予入境下船， 但是需要按照港口当地政府部门的疫情

防控要求， 进行隔离观察， 补足 １４ 天。① 各国出于对船员及机组人员可能感染病

毒的担心而对他们的入境进行限制， 这些措施影响了国际运输的正常进行， 使得国

际货运的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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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条例》 第 ３４ 条要求缔约成员要确保 “集装箱的托运人保持在国际

航行中的集装箱无感染源及污染源， 包括无媒介和宿主， 特别是在拼箱的过程

中。” 这些义务性的规定为条约的其他成员方创设了权益， 例如交通工具入境国可

以依据这些规定， 检查交通工具是否符合要求， 或者要求交通工具的经营者出具交

通工具符合要求的证据。
（三） 贸易限制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可以采取的额外的卫生和检疫措施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之后，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要求各成员对国际贸

易进行限制， 但多次呼吁各成员务必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 努力控制该疫情在各成

员的蔓延和国际传播。 《国际卫生条例》 第 ４３ 条规定， 各成员均可采取额外的卫

生措施以获得更大程度的健康保护， 这一条实际允许各成员采取比世界卫生组织的

建议更加严格的检疫措施， 唯一的限制是要求采取限制措施的成员通知世界卫生组

织， 并说明其限制措施的依据和理由。
《国际卫生条例》 第 ４３ ３ 条规定， 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采取的额外卫生和检疫

措施可以适用于人员、 行李、 货物、 集装箱、 交通工具和物品的进境或出境。 货物

和集装箱的禁止入境被明确包括在内。 第 ４３ 条对额外的卫生和检疫措施的限定有

两点： 一是依据成员国内法及国际法， 这实际上要求其依据本国法采取的额外的措

施不能违背其承诺的国际义务， 包括下文所述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二是额外措施

要符合科学原则， 依据现有的人类健康危险的证据， 或者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这

一条虽然强调措施的科学依据， 但仍然允许基于 “现有的” 科学依据。 在这种新

型疾病暴发的情况下， 因为 “现有的” 关于该病毒传播的科学依据依然有限， 所

以实际上对限制货物进口的措施的科学性之要求也是较低水平的。

三、 影响国际贸易的措施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世界卫生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观察员， 二者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的国际贸易管制都有管辖权。 各成员为了保护本国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对国际贸易进

行限制的措施， 还必须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包括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和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

措施协定》。
（一）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

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的行为， 显然与 １６４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承诺的自由贸

易的规则不符， 所以这类措施如果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就只能借助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 ｂ 款规定：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

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实施 “为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

措施。”
１ 危害健康的证明

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一方， 首先要证明限制进口的货物对人类或者动植物的健

康有危害。 其次， 应该证明其所采取的措施与所防止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本着

“谁主张、 谁举证” 的一般举证原则， 证据由采取限制措施的一方来提供。 某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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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否对人类或者动植物的健康有危害， 属于事实问题， 在争端解决过程中， 由专

家组决断 （边永民， ２００５） ［５］。 就新型冠状病毒而言， 采取的贸易措施主要是为了

保护人类的健康， 但也可以是为了保护动物的健康， 因为现在已经有报告宠物狗、
猫、 老虎和猴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① 从现在各成员采取的涉及动物的贸易

限制措施来看， 受限制的动物不限于哺乳类， 还有昆虫、 爬行类和鱼等水生类动

物， 限制这些动物进口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该能够说明这些动物如何可以感染或

者携带新型冠状病毒， 从而对其他动物或者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２ 必需的措施

能通过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的措施， 应该还是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所 “必需的”
措施。 根据 ＧＡＴＴ 争议解决机构在加拿大诉美国的汽车发动机配件案中的解释， 所

谓 “必需的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 的措施， 指的是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措施；② 在所有可

以选择的措施中， 必需的措施还应该是对贸易的限制程度最低的那种措施。③ 世界

贸易组织争议解决机构延续了这种解释， 同时在欧盟诉巴西的翻新轮胎案指出， 替

代措施必须对被投诉方而言实际可行。④ 该案的争议解决机构认定， 欧盟所提议的

禁止旧轮胎进口的替代措施， 诸如焚烧、 填埋和储存， 对巴西这个发展中国家而

言， 不具有商业上的可行性， 因此不构成合理的禁止进口措施的替代措施， 而只是

补充性措施。⑤

根据 ＧＡＴＴ 和世界贸易组织案例对 “必需” 的解释， 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情况下， “限制贸易的措施”： ①必须的确可以起到保护人类的生命或健康的目的；
②在各种可选择的贸易限制措施中， 应该选择对贸易的限制程度最低的措施。 其

中， 关于限制措施对防止病毒传播的有效性， 需要经过专家的证明， 不能是臆想

的， 要有科学证据。 如果有关成员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采取禁止某类产品输

入的措施， 则应该举证证明所禁止进口的产品如何可能携带该病毒， 这些产品中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如何， 是否还具有传染性等。 如果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成员，
不能证明其贸易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则不能主张其贸易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人

类不受新型冠状病毒危害的措施。
现在一些成员采取的限制疫情发生地的产品输入的措施可能很难通过 ＧＡＴＴ 第

２０ 条 ｂ 款的检验， 特别是对农产品和动植物加工品的进口限制的必需性很难证明，
我们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农产品或动植物加工品中有新型冠状病毒。 即使是新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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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向国际兽医组织的报告， 见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ｏｎ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Ｖｉｒｕｓ， 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ｉｅ ｉｎｔ ／ ｅｎ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９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

ＵＳ－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６ｔｈ Ｍａｙ １９８３，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３０Ｓ ／ １０７－１２８， ｐａｒａ ５８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７ｔｈ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０，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３７Ｓ ／ ２００－２２８， ｐａｒａｓ ７４ ａｎ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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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动物， 目前也只限于哺乳动物， 在非哺乳动物身上并没有发现

感染该种病毒的情况。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该病毒有更强的跨物种

传播的能力， 则对昆虫和鱼类等非哺乳动物的进口限制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进口成员如果担心某些货物的表面可能被病毒污染， 通过采取熏蒸或者喷雾消

毒等卫生措施， 如果这些措施足以消灭病毒， 或者使其不具有活性， 就不应采取禁

止进口这一对贸易限制程度最严格的措施。
（二）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的目的是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确定其认

为合适的健康保护水平的权利， 同时保证这种权利不得被滥用于保护主义的目的，
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壁垒。 各成员都有权确定本国的健康保护标准， 这种

标准可以基于国际标准， 在国家有合理的理由的情况下， 也可以高于国际标准。 这

意味着各国可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检疫措施的建议， 也可以采取

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更加严格的检疫措施， 但应该符合下面的具体规定。
１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对限制食品、 饲料和动植物产品贸易

的规定

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限制食品、 饲料或者动植物产品的进口， 则这类贸易限

制措施必须符合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的规定。 该协定第 ２ ２ 条规

定： 各成员应确保任何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实施不超过为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的生

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 并以科学原理为依据， 如无充分的科学证据则不再维持。
第 ２ ２ 条的一个重要要求， 就是卫生和检疫措施必须有 “充分的科学依据”。

根据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第 ３ 条的规定， 这个科学依据可以是

“国际标准、 准则或者建议”， 具体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各成员可以参考的国

际标准主要是指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兽医组织和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 （ＣＯＤＥＸ Ａｌ⁃
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 所发布的建议或标准。 所以， 各成员应该参考这些国际组织的建议来

决定自己的卫生和检疫措施。 但另一方面， 第 ３ 条还规定： 各成员可以实施或维持

比国际标准更高的卫生检疫措施， 但要有科学依据， 或者在经过风险评估之后， 认

为该措施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是适当的。 这一条授权各成员在经过风险评估之后， 以

风险评估的结果为科学依据， 确定适当的保护水平， 并且这个保护水平可以高于国

际标准， 即可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毒， 在一种新的传染病毒开始流行后的短期

内， 要求所有对这一病毒采取的应对措施， 包括贸易限制措施的成员都完成针对贸

易措施的科学评估是不合理的， 因为风险评估本身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收集足

够的数据之后才能完成。 针对类似情况，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第

５ ７ 条又规定， “在有关科学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各成员可根据现有的有关信息，
包括来自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成员实施的动植物检疫措施的信息， 临时采用某种

动植物检疫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 各成员应寻求获得额外的补充信息， 以便更加客

观地评估风险， 并相应地在合理期限内评价动植物检疫措施。” 也就是说， 各成员

在新疾病流行的特殊情况下， 可以根据现有的有关信息， 采取临时性的卫生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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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这种临时性的卫生和检疫措施， 可以是 “科学证据不充分的”。 这是考虑

到， 疾病的流行要求各成员尽快和尽早采取防疫措施， 而在疾病流行的早期， 想获

得充分的数据和证据来完成风险评估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先采取临时性的检疫措施， 可以包括贸易限制。 现在各成员采取的贸

易限制措施， 事前很少做充分的风险评估， 而且很多国家也表示限制措施是 “临
时” 性的， 所以基本上都得依赖第 ５ ７ 条提供合法性支撑。

关于临时性检疫措施的期限，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并没有明确

的规定。 从实践上来看， 检疫措施的期限要与实际需要相符， 如果检疫措施所要防

范的风险已经消失， 例如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被消除， 如 ２００３ 年的 ＳＡＲＳ 病毒被消

除一样， 则临时性的检疫措施应该立即取消。 但从现在流行病专家的观点来看， 新

型冠状病毒在短期内就被消除的可能性很小， 这意味着很多国家限制贸易的临时措

施也可能会维持数年。
２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下相关案例的启示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从未终止。 在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下，
有三个案件都可以为我们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全球传播背景下贸易限制措施的合法性

提供参考。 第一个值得我们回顾的是美国和欧盟之间关于美国针对欧洲的疯牛病所

采取的贸易措施。 疯牛病最早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在英国， 是一种既可以感染牛

也可以感染人的疾病， 它的潜伏期为 ２ ～ ８ 年， 牛通常在发病后 ２ 周到 ６ 个月内死

亡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０２） ［６］。 １９８９ 年， 美国对英国和其他有疯牛病病例的国家的反刍

动物和反刍动物产品实施了进口限制。 这项禁止进口措施一直持续至 ２１ 世纪初

期， 随后， 美国仍然持续监测牛肉贸易中的疯牛病风险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０２）。 在应

对疯牛病危机中， 美国和欧盟未能就预防措施的标准达成一致， 美国一直保持单

边的贸易限制措施， 这使得双方的牛肉贸易受到极大的伤害。 欧盟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也开始禁止美国的牛肉进口到欧盟， 理由是美国的牛肉中有人工添加

的激素残留。①

另一个给我们启示的案件是 ２００９ 年的 Ｈ１Ｎ１ 流感发生后， 墨西哥在世界贸

易组织内投诉亚美尼亚、 巴哈林、 中国、 加蓬、 印度尼西亚、 约旦和苏里南对活

猪和猪肉制品采取的禁止进口措施。②虽然在 Ｈ１Ｎ１ 流感发生后， 国际粮农组织和

国际兽医组织都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肉类产品传播该病毒， 上述七国仍然出于谨慎

考虑， 采取了禁止墨西哥猪肉产品进口的临时措施。 随着人们对 Ｈ１Ｎ１ 流感危害

性的认识更加清晰， 这些措施逐步解除或被其他对贸易限制程度更低的措施

取代。
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相关案件是日本诉韩国禁止受放射性物质污染产品进

口案。 在 ２０１１ 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之后， 韩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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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的可能受放射性污染的产品进口的措施， 包括 ２０１１ 年宣布对来自日本的家畜

以外的非鱼类产品采取额外的检疫措施， ２０１２ 年禁止进口福岛核电站附近五个辖

区的特定鱼产品， ２０１３ 年决定对鱼产品和家畜采取额外的检疫措施， ２０１３ 年禁

止进口福岛核电站附近 ８ 个辖区的 ２３ 种鱼产品。 日本认为本国出口的上述产品

是安全的， 其中可以检测出来的放射性物质并不比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的放

射性物质水平高， 日本有检测数据可以为证。 因此， 在与韩国协商失败后， ２０１５
年， 日本到世界贸易组织内诉讼韩国， 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判定韩国的检疫措施违反

了世界贸易组织协议。 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机构在这个案子裁决中的一些意见，
可以为我们理解和判断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贸易限制措施的合法性提供参考。

（１） 韩国针对日本进口产品的与放射性污染有关的检疫措施得到了世界贸易

组织的支持

本案经过了初审和上诉两个阶段， 上诉机构最后支持了韩国的主张。 裁决中有

一个很具新意的地方： 上诉机构根据 《实施动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第 ２ ３
条， 审理来自日本的争议产品是否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类似产品构成 “同类产品”
或者 “相似产品” 时， 认为第 ２ ３ 条允许在判断产品是否相同或相似时考虑地域

条件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上诉机构不同意初审专家组仅仅依据产品的检测报告

来判断产品的潜在污染水平是否相同或者相似的审理意见，① 认为日本福岛核电站

附近的生态和环境信息尚不充分， 这种特殊的环境也是判断来自福岛附近的产品与

其他国家的产品是否相同或者相似性时应该考虑的因素。② 在考虑了福岛核电站本

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对其附近生态和环境的影响的信息的不充足性之后， 上诉机

构支持了韩国所主张的来自福岛附近的产品与来自其他缔约方的产品不构成相同或

者相似产品， 因而韩国针对来自日本的产品所采取的检疫措施没有违反 《实施动

植物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 也就是说， 虽然日本出口韩国的产品所能被检测出来

的放射性物质的水平， 不比其他国家出口韩国的产品所含放射性物质的水平高， 但

因为它们来自日本福岛核电站附近这个特殊的地区， 它们与其他国家出口韩国的产

品不构成同类或相似产品。
（２） 放射性物质污染案与新型冠状病毒下的货物检疫措施

本案对于我们思考新型冠状病毒下的贸易限制措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虽然病

毒并不像放射性物质一样可以在被污染的物品表面长期停留， 但如果贸易中的货物

可能不断被受病毒感染的人接触， 例如生产或加工者、 理货员或者装运工人， 那么

这种受病毒污染的货物是否会对接触货物的其他人构成健康威胁， 这方面的实际证

据非常有限， 但从理论上讲存在威胁。 因此， 加强对来自疫情严重的国家的货物的

消毒和检疫是预先防范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措施的一部分。
另一个可能有争议的问题是， 来自疫情严重的国家的产品， 是否与来自没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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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者疫情轻微国家的产品构成同类或者相似产品。 这意味着是否可以对来自疫情

严重的国家的产品采取有别于其他国家产品的更严格的贸易限制措施。 在放射性物

质污染案中， 专家小组认为， 由于以前发生过核武器试验和核事故 （例如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爆炸）， 自然界中已经存在一定水平的放射性物质， 所以， 来自任何国

家的食品， 都可能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① 但与此同时， 专家小组指出， 释放到

环境中的核物质 “有地方化的影响， 并在靠近污染源的地区更加富集。”② 上诉机

构同意这个观点， 但认为专家小组没有进一步分析日本靠近福岛核事故污染源的地

区所生产的食品是否具有更大的受到潜在污染的可能性。 按照该案上诉机构关于相

同产品的这一分析和结论， 不同地域的生态和环境状况的差异对于判断相同或者相

似产品有意义， 这一点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解读为疫情严重的

国家和没有疫情或者疫情轻微的国家的环境和健康状况也可以成为判断相同或者相

似产品的因素之一？ 如果是这样， 那么在美国疫情严重而加拿大疫情较轻的情况

下， 进口国就可能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同一种产品 （例如牛肉）， 认定为不同产

品， 从而采取不同的贸易措施。
对来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重的国家的产品与没有疫情或者疫情轻微的国家的

产品是否可以区别对待的， 这需要更深入地论证。 不同产品可能受到病毒影响的情

况差异很大， 有的产品， 例如矿石、 石油、 天然气等， 自始至终直接接触人的机率

都是非常小的， 这样的产品， 无论来自那个国家， 在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上都不

应该被区别对待。 即使是农产品或者食品， 很多是在封闭的环境下无菌加工的， 流

水线生产和包装的， 生产过程中与人的接触十分有限， 携带上病毒的可能性极低。

四、 加强在贸易限制措施方面的协调

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前， 就有美国学者指出， 虽然医疗科技在不断进步， 但全球

化带来人员的跨境流动前所未有地增加， 爆炸性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的风险从未降

低 （Ｇｏｓｔｉ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ａｏｉｒ， ２０１８） ［７］。 新型冠状病毒是对世界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的一

次严峻挑战。 从各国已经颁布的限制国际旅行、 运输和贸易的措施来看， 虽然有很多

措施具有防范病毒传播的效果， 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某些限制措施是不必要的， 特

别是直接禁止从疫情发生国进口某些农产品或者动物产品的措施。 《实施动植物卫生

和检疫措施协定》 第 ５ ８ 条规定， “当一成员有理由认为另一成员制定或维持的某种

动植物检疫措施正在限制或潜在限制其产品出口， 而这种措施不是以有关国际标准、
指南或建议为依据， 或这类标准、 指南或建议并不存在， 则可要求其解释采用这种

动植物检疫措施的理由， 维持该措施的成员应提供此种解释。” 这说明， 所有世界

贸易组织的成员， 都有义务使其限制国际贸易的措施具有合理性， 并尽可能提供科

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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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过程中， 应该就哪些贸易限制措施是合理和必要

的进行论证， 并互相沟通信息和分享经验。 即使是动物产品， 各国也可以考虑区分

活动物产品和已经宰杀的动物或烹饪过的动物产品， 根据它们在感染和携带活性病

毒方面的不同情况， 采取对贸易限制程度最小的限制措施。
各国都努力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维持经济运行之间保持平衡。 美国乔治城大学公

共健康法教授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 Ｇｏｓｔｉｎ 认为， 即使在传染病全球流行时， 仍应该在保护

人类健康和减轻贸易措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之间保持平衡 （Ｇｏｓｔ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ｒｋｍａｎ，
２００７） ［８］。 经济的崩溃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同样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贸易作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抗击疫情的必要工具之一， 值得各国在实施限制措施时谨慎行

事。 各国有必要考虑适度安全原则， 不应在缺乏实证数据和案例支持的情况下， 仅

以国际贸易在例外的情况下存在传播病毒的微小可能， 就对贸易予以禁止， 而是应

该通过提高贸易的透明度， 互相分享运输工具和货物产地、 生产、 加工和装运等的

信息， 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每批次货物的风险， 采取对贸易限制程度最小的防疫措

施， 尽量使得国际贸易能够在一个适度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追求国际贸易的绝对安

全将是不可持续的。 实际上， 适度安全的理念在其他贸易中已经被广泛接受。 例

如， 我们的食品中可能含有极其微小量的放射性物质或者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 但

我们同意如果这些有害物质的含量在安全值以内， 它们仍然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也

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如果我们追求绝对零污染零毒害的食品， 则世界上的高品

质食品总量可能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

都一直存在或者反复传染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从传统上与其他长期存在的有毒有害

条件共处的智慧中得到启发， 适度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平衡人类健康和贸易利

益， 把此次疫情传播给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产生的干扰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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