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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呼吁

非洲猪瘟（ASF）是一种发生在家猪和野猪
中的传染病。近年来，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国家或
地区的数量有所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和
亚洲国家均通报过此疫情。

人们认识到目前全球所有国家面临的疫情风
险正在加剧，在动物健康和福利、粮食安全、国
家和全球经济、农村发展和社会及政治行为等方
面非洲猪瘟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第87届世界代表大会呼吁采取全球行动
控制非洲猪瘟。

第87届大会第33号决议认识到非洲猪瘟的
复杂性，应对这一问题需要多部门和多机构的 
合作。该决议中还提及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FA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支持其成
员管理动物健康相关风险方面所开展的长期合
作。该决议中明确了各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在非洲猪瘟全球防控中应发挥的关
键作用。包括应将非洲猪瘟视为需要通过制
定和完善国家控制方案以进行适当风险管理的

疾病，以及人们需要认识到风险沟通是有效
识别风险途径和应对高风险做法的重要组成部
分。决议中鼓励各国及时通报疾病以保持透 
明度，并实施涉及分区、分隔和应用基于商品的
贸易措施的国际标准来管理风险。

该决议责成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与粮农组织
合作，发起一项全球非洲猪瘟防控倡议。粮农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逐步防控跨境动物疫病
全球框架倡议”（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
被认定为一个适合发展和促进国家、区域和全球
伙伴关系、加强预防和准备措施的平台，并能够
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洲猪瘟对猪的健康和福祉以及
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根据相关国
际标准和准则，确定和界定非洲猪瘟全球控制所
需的指导原则和成功要素。这将包括支持机制，
以提高各国控制非洲猪瘟的能力，增强私营和公
共部门主要利益攸关者的协调与合作，并通过业
务连续性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洲猪瘟的影响。

©OIE/MaurineTric ©OIE/MaurineTric



非洲猪瘟全球控制的战略挑战

非洲猪瘟从未如此广泛传播，不应低估控制
非洲猪瘟的国家和地区挑战。应对这一全球威胁
需要所有各方践行长期承诺。

尽管面临这一艰巨且复杂的挑战，非洲猪
瘟全球控制仍是可行的，但如果各国不付出坚定
的努力，控制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可持续。应在
区域和全球层面协调防控措施，并纳入考虑到各
区域不同的社会文化、地理、政治和经济需求和
特点的超国家框架。为实现这一点，应该让众多 
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以及利益攸关方组织参与
进来，同时让公共和私营部门朝着一致目标密切
协调。

目前已确立了非洲猪瘟国际控制1标准，也
有了支持实施这些标准的专门知识。然而，各国
面临的多样化和挑战性情况导致这些国际建议难
以执行，这是迄今为止阻碍有力和高效的国际、
区域和国家控制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风险增加的主要因素为生物安
保措施不足的牲畜管理系统和人类的行为。

1“控制”意指预防、应对或根除，视国家或区域情况而定。

©Gevende/E+/Getty Images



获得充足和可持续的资源来执行建议的准备、 
预防、检测和控制措施，将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一

项挑战，这需要发展伙伴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传播风险增加的主要因
素为生物安保措施不足的牲畜管理系统和人类的
行为。由于兽医服务不足，许多国家难以有效实
施牲畜疾病控制措施。很多情况下，导致这种情
况的原因包括缺乏政治支持和长期投资、未充分
考虑不同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以及基于不足的危
机管理策略的政策无法有效实施、协调和维持所
需的活动和资源。这些国家需获得支持，以便能
够有效实施现有标准，并利用适合本国国情的多
学科方法提供专家知识。

无法或无能力适应不同的流行病学情景凸显
了研发活动的重要性，研发活动不仅提供新的或
改进的工具和方法，还能提供有助于更好地控制
非洲猪瘟的知识和信息，或导出新的方法解决流
行病长期存在下的问题。

缺乏有效的疫苗是非洲猪瘟控制工作中另
一个众所周知的缺口，需要多方协调的研发计划
来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我们还需要改进诊断 
测试，并制定适当的技术指南，以解决各国竭力
应对非洲猪瘟时发现的越来越多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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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供援助和支持开展相关研究，以解
决几个关键领域的知识差距。一些重大差距 
包括：野猪中非洲猪瘟的流行机制；蜱虫的 
作用；了解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生猪价值链；非
洲猪瘟在不同养猪系统中的作用；该传染病的
社会经济影响及相关控制措施。

确定养猪行业的区域特点和差异（如高度
工业化、小农养殖、自由放养等），并及时交
流和传播信息和最佳做法，这些对于建立和实
施以科学为基础的国家和区域控制策略至关 
重要。在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下建立非
洲猪瘟区域常设专家工作组（SGE-ASF），可
以促进风险管理者与国际和国家专家之间的 
交流，并促进疾病控制政策和策略的区域和全
球协调。这种机制支持强调所有成员在应对跨
境疾病时依靠国际和区域团结与合作。

获得充足和可持续的资源来执行建议的 
准备、预防、检测和控制措施，将成为许多国
家面临的一项挑战，这需要发展伙伴的支持。

用于非洲猪瘟全球控制的全球跨境动物疫
病防控框架倡议，旨在通过确定全球控制该病
的目标以及提供具体产出和成果的结构来应对
战略挑战，有效完成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粮农
组织肩负的任务。

©OIE/L.Altamiranda-Adendaño

©OIE/A.Thiermann



治理

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是一个防治非
洲猪瘟等跨境动物疾病的有效框架，它通过为成
员和伙伴提供指导方针、方向和协调来促进区域
联盟。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还可以提供与
现有全球和区域控制和根除战略协同发挥作用的
机会，用于该框架下已经存在的其他跨境动物 
疫病，例如正在进行的监测、生物安保和疫情应
对活动。

在全球层面，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指
导委员会将通过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全
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非洲猪瘟联合工作组，
并在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全球指导委员会
的监督和同意下，就非洲猪瘟全球控制的倡议以
及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全球秘书处将实施
的具有全球相关性的活动提供指导。

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全球指导委员为
该框架下区域指导委员会提供战略指导，并促进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协同合作。在区域层面，全球
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区域指导委员会在全球跨
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区域秘书处的支持下，确保
工作计划活动能够协调进行。全球跨境动物疫病
防控框架区域指导委员为各国兽医服务机构及其
国家控制方案以及区域利益攸关方和专家网络提
供了战略上的联系，这些利益攸关方和专家网络
都是成功的区域和国家控制的执行伙伴。

在实施用于非洲猪瘟全球控制的全球跨境动
物疫病防控框架倡议，以及相关的区域战略和业
务计划时，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区域
和次区域代表将在监督、协调和推进工作中发挥
关键作用。

©OIE/L.Es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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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评价

拟议干预措施的目标为这项全球倡议监测和
评价（监评）工作奠定了基础。已经制定了产出
和成果层面的指标，以衡量进展和成就水平，并
让发展伙伴和国家放心。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通过两年
一次的监评报告，继续确保对产出层面的指标进
行监测。在该全球倡议年度报告发布之前，将严
格审查产出-成果关系的合理性，并评估成果进
展情况。将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
展援助委员会（DAC）的评价标准2每三年对该全
球倡议进行一次评价。其中，评价后提出的建议
将为修订该全球倡议的变化理论和逻辑框架提供 
信息。

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区域指导委员
会将向区域和全球秘书处提供进展监测情况，并
确定适合区域情况的绩效指标，以便对疾病事件
和控制工作进行有效的实地、实验室和流行病学 
评估。

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网站将作为一
个集中报告机制，必要时与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网站上报告的活动相链接。该网站上将 
创建一个非洲猪瘟网页，提供反映变化理论中列
出的目标、成果和产出的结构，确保通过该全球
倡议产生的计划和进度报告等所有相关资源，随
时可供查阅。

2 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影响、可持续性。

©OIE/A.Ferrer-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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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理论

变化理论陈述了问题，定义了目标，确定了关键的成功因素，并概述了目标和相应的产出。 
非洲猪瘟对动物健康和粮食安全构成了全球性威胁，具有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尽管使用当前的风
险缓解工具进行控制是可行的，但为了实现成功控制，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并得
到区域和全球协调支持。

目标和宗旨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对非洲猪瘟的全球控制，将结合以下标准确定：

无新增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国家

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国家数量减少

非洲猪瘟病例数量下降

因非洲猪瘟遭受的损失减少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履行长期承诺。虽然短期内不可能满足所有标准，但只要每
年能连续满足其中一些标准，即意味着全球形势的改善，这反过来将为保持对该倡议的承诺提供必
要的动力和理由。

非洲猪瘟的全球控制将能够保护健康并确保家猪和野猪的福祉，确保业务连续性，并有助于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减轻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 1）和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 2）。

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为实现非洲猪瘟的可持续全球控制，需要认真考虑以下关键成功因素：

一个能够收集和管理疾病情报数据和信息以
解决非洲猪瘟认知差距的情报框架；

用于加强利益相关方之间承诺与合作的风险
沟通；

执行国际标准和指南的业务和技术能力；

充足且可持续的资源。

将通过变化理论中界定的目标、成果和产出来解决上述交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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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定义了三个目标来实现可被称为实现非洲猪瘟全球控制目标之先决条件的成果。这些目标构成
了界定成果和产出并制定活动工作计划的逻辑框架。

目标1:利用基于最新科学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和最佳做法，提高各国控制（预防、
应对及根除）非洲猪瘟的能力。

目标2:为非洲猪瘟的全球控制建立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框架。

目标3:促进业务连续性。

成果及产出

导致中间和最终成果的活动产出定义如下。

图1：成果 1：各国控制非洲猪瘟的能力得到提高。

产出 中间成果

1.1.对各国控制非洲猪瘟的兽医服务的优劣
势认知加深

1.1.兽医服务能力 
（尤其是控制非洲猪瘟方面）的系统化评估

1.2.风险评估能力得到提高1.2.提供非洲猪瘟风险评估的技术指南、 
工具和培训

1.3.风险管理能力得以改进
1.3.提供非洲猪瘟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 

指南、工具和培训

1.4.在明确了解为实施控制而必须改变的行
为的基础上，提供针对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不

同受众的工具、培训和计划。

1.4.风险沟通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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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成果 2：为控制非洲猪瘟而开展的区域和全球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

图3:成果 3：基于国际标准和准则的猪及其产品的国家、区域和国际贸易得以推动

变化理论中阐述的步骤被转化为描述产出和指标的逻辑框架，从而获得每个目标的中间和最终
成果。

工作计划中规定了在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下实施的具体活动，这将有助于实现获得中期
和最终成果的各种产出。在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工作计划将每半年更新一次。

9

产出 中间成果

2.1.疾病信息得到透明和及时地提交， 
并且是准确、最新且易于获取的

2.1.促进疾病信息的即时通报、 
收集和传播的机制

2.2.有效的区域和全球专家网络强化了部门
间协调与合作

2.2.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和其他相关
框架推动下的专家网络

2.3.在适当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下， 
发展机构和技术合作伙伴能认识到非洲 
猪瘟控制的价值，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2.3.在考虑不同倡议间协同作用的情况 
下制定并实施项目提案

2.4.支持能推动非洲猪瘟全球研究 
网络的活动

2.4.非洲猪瘟全球研究工作得到积极协调，
以满足科学需求。

产出 中间成果

3.1.根据最新的科学信息制定并修订了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安全贸易标准， 

并进行了适当的推广

3.1.安全贸易国际标准得到了充分理解、 
接受和推广

3.2.有效实施安全贸易国际标准的技术指南 3.2.国际标准得到有效实施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eng/Animal_Health_in_the_World/docs/pdf/ASF/ASF_GFTADsInitiative_LogicFramework_CH.pdf


问题陈述
非洲猪瘟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全球性威胁，具有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 
虽然疫情控制是可行的，但成功的控制需要区域和全球协调。

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情报框架

疾病情报、信息管理

能力

强大的兽医服务，技术能力

风险沟通

坚定的承诺与合作

资源

充分可用且可持续

目标

目标 1

提高各国控制非洲猪瘟的能力**

目标 2

建立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框架

目标 3

促进业务连续性

**取决于国家或区域形势定义为预防、应对或根除

产出
  控制非洲猪瘟的兽医服务能力评估

  提供风险评估的技术指南、工具和培训

  提供风险管理的技术指南、工具和培训

  提供针对不同受众的风险沟通工具、培
训和计划

  促进疾病信息的即时通报、收集和传播
的机制

  全球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框架和相关框架
推动下的专家网络

  在考虑不同倡议间协同作用的情况下制
定并实施的项目方案

  支持能推动非洲猪瘟全球研究网络的 
活动

  根据最新的科学信息及推广工作制定并
修订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安全贸易标准

  为有效实施安全贸易国际标准提供的技
术指南

  疾病信息是透明、准确、最新且易于获
取的

  有效的区域和全球专家网络强化了部门间
协调与合作

  发展机构和技术合作伙伴能认识到非洲猪
瘟控制的价值，并提供了经济及技术支持

  非洲猪瘟全球研究工作得到积极协调以满
足需求。

成果
成果 1

各国控制非洲猪瘟的能力得到提高

成果 2

区域和全球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

成果 3

基于国际标准和准则的区域和国际贸易得以推动

无新增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国家 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国家数量减少 非洲猪瘟病例数量下降 因非洲猪瘟遭受的损失减少

实现对非洲猪瘟的全球控制*

*满足四项明确标准即表明实现了目标。如符合某些标准，则表明在实现全球控制方面取得了进展

  对各国控制非洲猪瘟的兽医服务的优劣势
认知加深

  风险评估能力得到提高

  风险管理能力得以改进

  风险沟通能力得到提高

  安全贸易国际标准得到理解、接受和推广

  国际标准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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