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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夯实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

法律基础
张效羽 

2020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提出 ：“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

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

公共卫生风险”。这一论断是中央吸取新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教训后作出的重要论断。基于此，

2020 年 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明确要求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为我国依法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提

供了法律依据。但也应当看到，《决定》属于应

急性立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也

应当修订《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医

营成本，还有可能阻碍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

新。因此，对于平台私权力的公法约束应当保

持适当的限度。在多大程度上限制私权力，在

多大范围内将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控制机制

延伸至私人主体，又当运用何种工具，这些都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纵深发展，平台的公共

性影响也会相应扩大。政府与平台应开展全面

有效的合作治理，努力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

灵，协同完成公共任务。私人力量不再是纯粹

的机械服从权力的客体，而成为了与政府一起

承担公共任务的主体。行政规制要想在互联网

领域更加奏效，就“必须日渐依赖同受规制者

的合作，与作为规制架桥的中间人的合作”。合

作治理要求彼此尊重，政府应以“鼓励创新、

包容审慎”为首要规制理念，充分尊重平台自治；

合作治理要求信息共享，平台应完善数据报告

与报送机制，政府应不断开放公共数据，探索

行政执法数据与平台对接共享 ；合作治理要求

多方兼顾，政府与平台双方都应不断深化合作

领域，充分保障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社会

公众等多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合作治理要求民

主协商，政府应多运用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等

柔性手段，多与平台开展平等对话。合作治理

的关注点在于解决问题，需要推动私领域的利

益诉求问题与公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的融合性

解决，最大限度地拉伸协商对话的时空维度，

塑造与共治格局相匹配的法治形态。在数字经

济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意味着从“一元之治”向“多元共治”的变革，

需要形成多元的网络合作治理模式与规制格局，

实现规制与创新、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的

动态平衡。

（本文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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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野

生动物保护体制，夯实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的法律基础。本文就是关于此的研究和建议。

一、食用野生动物构成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爆发两次影响世

界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分别为 2003 年的非典

型 性 肺 炎 疫 情（ 英 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 SARS，以下简称“非典疫情”）

和 今 年 的 新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英 文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 NCP，以下简称“新

冠肺炎疫情”），这两次疫情都和食用野生动物

密切相关。

非 典 疫 情 的 病 毒 为 非 典 病 毒（SARS 

Coronavirus）。2003 年 5 月， 农 业 部 和 广 东 省

联合组织了科技攻关小组，在广东省率先开展

SARS 病毒疫源调查工作，初步证明非典病毒

源于野生动物 [ 张毅 ：《农业部疫源调查组 ：人

类 SARS 病毒可能来自野生动物》，载《人民日

报》2003 年 5 月 24 日第 2 版。]。2008 年，来

自香港大学生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人员提

出 非 典 病 毒 源 于 蝙 蝠 [ Hon, Chung-Chau, et al. 

"Evidence of the recombinant origin of a b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like coronaviru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direct ancestor of SARS 

coronavirus." Journal of Virology 82.4 (2008): 1819-

1826.]。2017 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

正丽、胡犇研究团队经过基因分析，再次确人

非典病毒源于蝙蝠 [ Hu, Ben, et al. "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 PLoS pathogens 13.11 (2017).]。非典

病毒是如何从蝙蝠传到人身上的呢？大部分病

毒不耐高温。单纯食用野生动物，如果是烹饪

得当、经过高温烹饪，一般不会使食客染病。

但是，既然有人食用野生动物，就需要有人从

事野生动物的捕猎、运输、加工、烹饪。而在

野生动物的捕猎、运输、加工、烹饪过程中，

处理不当就会使相关人员染上人兽共患病，进

而传染其他人类。在对非典病毒如何从蝙蝠传

染到人类的过程追溯中，研究人员发现非典病

毒是通过从蝙蝠感染果子狸等动物、进而感染

这些野生动物加工、销售、烹饪人员，通过这

些野生动物从业者感染健康人群 [ 罗会明等：《广

东省 2003-2004 年 SARS 的流行与控制》，载《中

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06 年第 4 期。]。食用野

生动物是非典的直接原因。

爆发于 2019 年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新冠状

病毒（COVID-19，又称 2019-nCoV，以下简称

“新冠状病毒”）来源正在研究中。根据《自然》

（Nature）杂志最新刊登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湖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研究人员发表学术论文，新冠状病毒源于

野生蝙蝠 [ Zhou,Peng,et al."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 Nature (2020): 1-4.]。这个结论也得到意

大利学者的证实 [ Benvenuto,Domenico,et al. "The 

2019‐new coronavirus epidemic:evidence for virus 

evolution."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2020).]。 根

据《柳叶刀》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结论，

新冠状病毒从蝙蝠到人的传播途径和食用野生

动物高度相关 [ Li,Jie,et al."Game consumption and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20).]。

当前，全世界已经证实的人类病原体有

1415 种，其中人兽共患病约占 61%，其中多数

病原体来源于野生动物 [ Taylor L H，Latham S M，

Woolhouse M E J．Ｒ isk factors for human disease 

emergen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Ｒ oyal 

Society of London，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1，356( 1411):983-989．]，而尚未被发现的

病毒可能高达 32 万 [ 赵熙熙 ：《哺乳动物或携带

法学前沿



45

32 万种未知病毒》，载《前沿科学》2013 年第 7

期。]。由此可见，野生动物是当代多数人类重

大传染病的病毒来源，食用野生动物已经成为

当代最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源。

二、《决定》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强

化和补充

相较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决定》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

强化规定 ：

（一）扩大了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范围、实

现陆生野生动物全覆盖

我国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的监管制度主要体

现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但《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野生动物的公共卫生风险估计不足，存在制

度漏洞。《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 ：“禁

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

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

品”。由此可见，只要野生动物不在《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以内，

且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野生动物，就可以合法食

用。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内容中

看，被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主要是珍惜野生动

物、频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和对生态多样性具有

重要作用的野生动物。一些广泛存在、没有灭

绝危险但对公共卫生造成较大风险的野生动物

并没有收入《名录》。因此，根据现行野生动物

保护制度，群众食用这些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

只要是合法购买的，就是合法的，这本身就构

成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但法律并没有禁止这种

行为。

《决定》则扩大了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的范

围。《决定》规定 ：“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由此可见，《决定》

对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范围进行扩展，不仅限

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也包括“其他陆

生野生动物”；不仅限于非法购买，也包括合法

购买，实现彻底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全覆盖。

（二）明确人工繁育和人工饲养陆生野生动

物也要禁食、彻底消除法律灰色地带

《野生动物保护法》一方面总体上不支持食

用野生动物，明确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但也留

有余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

“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对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

以凭人工繁育许可证，按照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验的年度

生产数量直接取得专用标识，凭专用标识出售

和利用，保证可追溯。”在现实社会，出于中药

使用等原因，存在大量人工繁育和人工饲养陆

生野生动物场所。这些场所将陆生野生动物药

用部分出售之后，往往会将剩下野生动物资源

按照食用资源出售。由于这些人工繁育和人工

饲养陆生野生动物场所都是合法的，其对野生

动物资源拥有完全的处置权。因此对其出售野

生动物的供食用的行为也难以制止，成为法律

的灰色地带。为此，《决定》规定，即使是人工

繁育和人工饲养陆生野生动物也要禁食，彻底

根除监管灰色地带，消除了灰色产业存在的法

律空间。

（三）拓宽食用野生动物监管范围、实现食

用野生动物全链条禁止

《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非法食用野生动物

问题，只是“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

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只禁止“非

法购买”、“非法生产和经营”，没有覆盖非法食

用野生动物的全链条。为补充这个不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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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

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将以食用野生动物为目的的“猎捕、交易、运输”

行为也囊括其中，实现食用野生动物全链条禁

止。

三、进一步完善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法

律制度的建议

尽管《决定》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有关食用野生动物方面进行强化规定。但《野

生动物保护法》乃至《刑法》的修订也要提上

议事日程。因为《决定》是应急立法的产物，

出台比较仓促，有些问题没有涉及。因此，我

国仍需要对《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中

医药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进行修订，进一步夯实有关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的法律基础。

（一）将食用水生野生动物纳入法律规制范

围

《决定》目前只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没

有禁止食用水生野生动物。主要考虑远洋捕捞

中的渔业资源主要属于水生野生动物，很多常

见水产品全部为野生（比如带鱼），因此禁止食

用水生野生动物并不现实。况且水生野生动物

和哺乳动物差异很大，其所造成的公共卫生风

险相对较小。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食用水

生野生动物也有可能成为大规模传染病的原因。

1988 年 1 月至 3 月，上海出现急性甲型肝炎大

流行，预计有三十万人感染急性甲型肝炎，其

原因就是食用感染甲肝病毒的毛蚶导致甲肝大

规模传播。这一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政府禁

止食用毛蚶。[ 参见俞顺章 ：《上海甲肝流行的

反思》，载《科学》1988 年第 4 期 ；胡善联等 ：

《上海甲肝流行与卫生防疫管理》，载《中国公

共卫生管理》1989 年第 2 期。] 此外，我国饮食

文化中推崇食用鲜活水产品（活鱼等），而鲜活

水产品携带的寄生虫比较多，“野生鲜活水产品

特别是溪蟹和野生牛蛙致病性寄生虫感染率较

高 , 生食或半生食有较大感染风险”。[ 邓艳等 ：

《2013-2015 年河南省部分水产品寄生虫感染情

况调查》，载《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18 年第 8

期。] 因此，对食用水生野生动物也要纳入监管，

也需要引起重视。

具言之，建议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增加有关食用水生

野生动物的防疫监管规定。禁止食用国家重点

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对允许食用的水生野生

动物，建立覆盖捕捉、养殖、加工、销售、运

输等全链条的监管制度，对鲜活水生动物市场

建立传染病检疫防控机制，定期对鲜活水生动

物市场上出售的鲜活水产品进行检验检疫。对

人工繁殖和养殖的水产品产地实施传染病强制

检验检疫制度，定期对水产品养殖场所进行抽

查，不让有传染病的水产品摆上餐桌。

（二）强化对滥食野生动物的惩罚

1. 进一步明确对滥食野生动物的行政处罚。

《决定》规定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

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对违反前款

规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

对于如何“加重处罚”，应当在《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过程中予以进一步明确。

2. 对滥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刑

事处罚。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均不涉及单纯非法

食用野生动物，因此也应当对《刑法》进行修订，

对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给予刑事处

罚。

3. 对党政干部带头滥食野生动物的，要给

予政务处分。对滥食野生动物或为滥食野生动

物服务，包括为滥食野生动物活动提供庇护的

党员干部，也要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为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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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进行修订，增加相关内容。

（三）封堵食用野生动物的灰色渠道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旧存在一

些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很容易被利用成为

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活动的温床。具体而言，当

前我国野生动物管理体制在以下几个方面容易

成为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温床 ：

1. 野生动物捕猎制度。《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且服从

猎捕量限额管理。”从中可以看出，针对捕猎非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管理比较宽松，只要

获得县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颁发的狩猎证

就能捕猎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这些合

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很容易成为非法食用野生动

物的来源。实际上，零星狩猎野生动物，很多

也是为了食用。为此，建议禁止非合理防卫情

况下的私人捕猎活动，将《野生动物保护法》

二十二条改为 ：“除合理防卫外，禁止私人猎捕、

杀害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

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野生动

物的，应当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实施相关捕猎

活动”。

2. 野生动物药用制度。从广义角度看，药

用大多数也属于食用。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存

在一段时间“禁肉令”[ 徐静波著 ：《日本饮食

文化 ：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出版，第 47-67 页。]。为了规避“禁肉令”，一

些商家打着“食疗”、“滋补”名义经营，变相

经营食用野生动物的生意。在我国，相当多野

生动物都是作为中医药用使用，这些野生动物

在药用的部分被使用之后，剩余部分大多流入

食用野生动物的市场。因此，禁止滥食野生动物，

也要关注野生动物药用的环节。当前，我国有

关野生动物药用制度的法律规制不足。《野生动

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作为药品经营和利用的，还应当遵守有关药

品管理的法律法规”。但我国《药品管理法》没

有对野生动物药用进行规定，《中医药法》只是

规定 ：“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

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建

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鼓励发展

人工种植养殖，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没有

涉及如何避免药用野生动物被滥食的问题。因

此，也要同步修订《中医药法》，对野生动物药

用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明确禁止野生动物“名

为药用、实为食用”，明确禁止野生动物药用的

残余部分被食用。

（四）整合野生动物执法队伍

野生动物的种类很多，有的是陆生野生动

物，有的是水生野生动物，这就涉及到林业部

门和渔业主管部门分工问题。食用野生动物同

时涉及到食品安全和卫生防疫方面，这又和食

品安全主管部门和卫生防疫主管部门有关。很

多野生动物还存在大范围跨区域迁徙问题，这

又需要不同部门跨地区合作。如今有关野生动

物行政执法主要通过林业部门牵头的野生动物

执法联席会议方式实施。相较于明确的执法机

构，联席会议方式不利于迅速执法。

为此，建议在市场监管部门下设立野生动

物执法局，整合农林主管部门的相关执法队伍，

从事野生动物相关执法工作，包括对滥食野生

动物进行全链条监管。避免执法过程中多头执

法、重复执法和执法推诿。

（本文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

治和法律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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