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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兽用处方药的使用涉及到兽药残留问题，进而影响食品安全。兽医处方制度是兽用处方药管理的重要

方式，对处方药规范使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兽医处方制度在食品动物养殖中并未得到较好落实，由于制度缺
陷导致执法人员不知“从何管起”，兽用处方药买卖与使用不规范行为“有令不止”。本文从兽医处方药的流通
和使用两个角度切入，剖析制度背后存在的矛盾与瓶颈，涉及法规条款缺陷、乡村兽医对兽医处方制度的影响、
买药求医难、兽医处方与养殖档案混淆等，并对上述问题从立法、政策、执法等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
为兽医主管部门优化兽药管理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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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drugs involves issues of drug residues，which can further affect the food
safety. The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supervising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drugs，and is
of great signiﬁcance for standardized use of such drugs. At present，the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system has not been well
implemented in food animal production industry，such as law enforcement ofﬁcials don't know how to conduct supervision
and there exists irregular behaviors. Here，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irculation and use of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drug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were analyzed，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bottlenecks，defects in laws and
regulations，influence of rural veterinarians on the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system，difficulty in purchasing drugs and
seeking medical advice，as well as confusions between the veterinary prescription and animal production ﬁl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management policy of veterinary drugs，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law legislation，enforcement and related policie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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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律规范中，尚未明确兽医处方的法定定

兽医师动物诊疗活动为前置条件的用药凭证。

义。关于兽医处方的解释有2处：一是《兽药管理条

《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例》将兽医处方作为区分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流

“禁止未经兽医开具处方销售、购买、使用国务

通管理的依据，由此兽医处方成为兽用处方药的流

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实行的处方药管理的兽

通凭证；二是《兽医处方格式及应用规范》中提到

药。”但实际执法中，该条款常为休眠条款。究其

兽医处方的含义，即“本规范所称兽医处方，是指

原因主要为兽医处方制度牵涉多部法律规范，隐含

执业兽医师在动物诊疗活动中开具的，作为动物用

的法律关系主体及内容复杂，不足以成为简单清晰

药凭证的文书”。因此，兽医处方是一种基于执业

的执行依据，时常让执法人员感到困惑。

通信作者 ：孙荣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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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兽用处方药的管理是影响兽药残留的重要环节

关问题的函》、农业部公告第2069号等文件要求，

之一。而兽医处方制度是兽用处方药管理的重要管

乡村兽医不可开具兽医处方，但可凭乡村兽医登记

理方式，尤其是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畜禽养殖，

证购买和使用兽用处方药。换言之，养殖场（户）

兽医处方成为兽用处方药的科学使用指南。此外，

在无执业兽医开具处方的前提下，可由乡村兽医进

在兽用处方药流通中，基层执法人员对兽医处方是

行诊疗、用药。乡村兽医虽然解决了乡村动物诊疗

否是购买兽用处方药唯一凭证，乡村兽医是否具有

人才紧缺和无兽医处方养殖户（场）的兽用处方药

兽医处方权，如何取得兽医处方的途径等问题不明

使用问题，但乡村兽医购买兽用处方药规定的存

确。因此，本文从兽医处方的流通和使用两个方面

在，制约了兽医处方作为买卖兽医处方药凭证的权

入手，阐述兽医处方制度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提

威性，违背了立法的科学性 。此外，实际中乡村

出相应建议，以推动兽医处方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兽医登记制度并未很好落实，乡村兽医购买兽用处

促进兽用处方药的有效管理。

方药处于监管空白，导致凭兽医处方买卖处方药制

1

度的在实际落实中处于边界不明的状态。

1.1

兽医处方在兽用处方药流通中遇到的问题
理论层面

1.1.1

1.2

《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中例

外情形引起歧义

[3]

实践层面

1.2.1

例外情形外的消费者存在买药求医难问题

《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

实际中，除“例外情形”直接买卖处方药外，兽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例外情形的存在对

用处方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消费者有兽药需求却无

《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产生歧义。

凭证自主购买的情况，如兽药经营者将兽用处方药

《办法》第七条中规定了“兽用处方药凭兽医处

零售给普通养殖户，无专职执业兽医的动物饲养场

方笺方可买卖”的三种例外情形（以下简称“例外

（养殖小区）、动物园、实验动物饲育场等，由谁

情形”）：（一）进出口兽用处方药的；（二）向

出具兽医处方。

动物诊疗机构、科研单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1.2.1.1

和其他兽药生产企业、经营者销售兽用处方药的；

规定：“兽医处方笺由依法注册的执业兽医按照其注

（三）向聘有依照《执业兽医管理办法》规定注册

册的执业范围开具”。此处提到兽医处方出具者，须

的专职执业兽医的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

具备执业兽医、依法注册和执业范围3个条件。一是

园、实验动物饲育场等销售兽用处方药的。从流通

执业兽医。根据《兽医处方格式及应用规范》《执

凭证来看，例外情形的存在，缩小了兽用处方药凭

业兽医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法》等规定，只有从

兽医处方的流通范围，影响了《兽药管理条例》中

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执业兽医师方可开具处方，从事

兽医处方作为兽用处方药流通凭证的唯一性，购买

动物保健活动或执业助理兽医师均不可开具处方。

者的单位性质和人员资质成为兽用处方药流通的

二是依法注册。根据《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农业

[1]

兽医处方出具者的条件 《办法》第八条

另一隐形凭证 。但实际中，兽用处方药的批量销

部办公厅关于兽用处方药有关问题的函》的规定，

售，更需要买卖双方资质认可，而不是以兽医处方

执业兽医经依法注册的受聘单位如下：动物诊疗机

作为买卖凭证。因此，有必要将《兽药管理条例》

构、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实验动物饲育单

中兽用处方药的“销售”范围缩小，如引入“零

位、兽药生产企业、动物园、畜禽专业合作社或者

[2]

售”概念 。
1.1.2

乡村兽医制度影响兽医处方制度

产业化畜牧龙头企业等。三是执业范围。动物诊疗
乡村兽

机构的执业兽医不得同时在其他动物诊疗机构执业，

医凭乡村兽医登记证购买兽用处方药制度的存在混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实验动物饲育单位、兽药

淆了兽医处方是购买处方药的唯一性。根据《乡村

生产企业、动物园、畜禽专业合作社或者产业化畜牧

兽医管理办法》《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兽用处方药有

龙头企业的执业兽医只可进行注册，不得对外开展兽
45

医执业活动。

严格凭兽医处方进行。因此，有专职执业兽医的动

1.2.1.2

例外情形外的用药消费者找不到兽医处

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园、实验动物饲育场

方出具者 满足1.2.1.1条件的执业兽医师主要分布

等机构，虽然不用凭兽医处方购买兽用处方药，但

在动物诊疗机构和大型动物饲养企业。而前者购买

兽医处方的使用指导还需要发挥作用。此外，除乡

处方药又在例外情形中。但例外情形外的养殖户

村兽医购药用药外，对于兽用处方药的使用，目前

（场），却在实际中找不到符合开具兽医处方的执

兽医处方是兽用处方药的重要使用依据。

业兽医师。原因有2个：一是执业兽医注册制度落

2.2

兽医处方与养殖档案容易混为一谈

实不到位，直接影响着兽医处方制度的有效落实。

基层人员时常会将兽医处方与养殖档案的作

目前，各地执业兽医注册机关一般只对动物诊疗

用混淆，经比较发现（表1），兽医处方与养殖档

机构的执业兽医师进行注册，而未经注册的执业兽

案存在的意义不同。处方笺有三联，便携、易带

医师开具的兽医处方不具有合法性。二是动物诊疗

走，处方笺内容可囊括同一时间、同一疾病的，某

行业定位限制畜禽等食品动物诊疗市场发展，如北

个执业兽医的所有诊疗记录，且有用药指导性和兽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动物诊疗机构，只有供宠物

用处方药流通凭证的作用，实际作用要远远大于养

诊疗的动物医院和动物诊所，没有设立畜禽疫病诊

殖档案的纯记录作用。目前兽医处方在养殖环节的

[4]

疗的兽医院、门诊部等 。因此，部分地区的养殖

使用意义未被明晰，养殖人员及基层执法人员也不

场（户）如不聘用专职执业兽医，不加入畜禽合作

太了解。而且养殖用药者常常不是专职执业兽医，

社，就难以找到能够进行动物诊疗活动，开具处方

如果没有执业兽医开具兽医处方做用药指导，养殖

的机构或执业兽医。

环节容易因用药不当，而产生兽药残留、细菌耐药

1.2.2 兽药经营企业未做好兽医处方制度保障工作

等卫生安全问题。

兽药经营企业对兽用处方药销售查验制度落实不

表1

利，也会影响兽医处方制度的落实。《办法》《乡

区别

村兽医基本用药目录》规定，兽用经营者应当对兽

灵活性

医处方笺和乡村兽医购药进行查验，并建立兽用处

内容上

方药购销记录和乡村兽医销售记录。但实际中，例

格式上

外情形机构的资质核查，没有具体政策依据；而

用药方面作
用

《兽用处方药品种目录》《乡村兽医基本用药目

特别作用

录》未被宣传到位，导致2个目录的普及率低；乡

与执业兽医
关系

村兽医登记制度在有些地区落实不全面，乡村兽医
购买兽药的管理无从下手；单独的兽用处方药购销

适用对象

兽医处方与养殖档案的区分

兽医处方
易 于 携 带， 可 对 内
对外使用
诊 断、 免 疫、 用 药
于一体
经农业农村部统一
制定，共三联

养殖档案
较为固定，只供内部使
用
诊疗、免疫、用药分在
不同档案

侧重依据

侧重记录

用于兽用处方药的
流通凭证
由 执 业 兽 医 出 具，
是执业兽医知识技
术成果输出
无限制

记录和乡村兽医销售记录是否重复也成为问题。
2
2.1

兽医处方在兽用处方药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兽医处方的使用依据作用易被忽视
从兽医处方的含义来看，兽医处方主要用于

动物诊疗活动中的用药凭证。在《兽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六十六条中也提到“使用处方药须经
兽医开具处方”。

3

按省份不同，灵活

无
由用药者记录，也会受
到执业兽医指导，但无
直接关系
有限，养殖户可不用养
殖档案

思考与建议

3.1

提出《兽药管理条例》立法解释要求，并修

订有关兽医处方的具体条款
一是向国务院提出《兽药管理条例》的立法
解释要求。《兽药管理条例》制定初衷考虑的是食

但兽医处方的使用凭证这个应用意义常被忽

品动物涉及兽药的管理规定，没有对伴侣动物药品

视。尤其是涉及食品安全的兽用处方药的使用，须

使用做特殊规定 。实际中发现，食品动物用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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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伴侣动物用药监管本质不一样，前者为了保障

富的乡村兽医通过特定考核，引入执业兽医队伍。

食品安全，后者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而《兽药管理

3.3

推进“养诊分离”，促进疫病风险防控

条例》部分条款对伴侣动物不适格，如对不凭处方

养殖环节的诊疗与动物诊疗机构的诊疗的不

笺使用兽用处方药的行为处罚。因此，根据《行政

同在于：一是养殖环节，畜禽繁育是主业，防病是

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为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新

关键，诊疗是在畜禽繁育活动中产生的补救性功

情况需要明确适用依据，建议公开立法解释，明确

能，诊疗用药是养殖成本输出；而动物诊疗机构，

监管对象和范围。

诊疗是主业，是利益输入，是主要收入来源。二是

二是修订《兽药管理条例》有关兽用处方的

养殖诊疗对象是对内，牵涉养殖商业活动的对象；

条款。将“例外情形”“乡村兽医”“零售”考虑

而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对象是对外。三是养殖环节是

计入，可参考修订为“除乡村兽医凭乡村兽医登记

属于兽药消费者，而诊疗机构是兽药零售者。四是

证购买使用外，兽用处方药须凭兽医处方进行零

养殖用药管理的监督者主要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售、购买和使用”。

而动物诊疗机构诊疗活动的监督者侧重消费者。五

三是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中增添有
关“伴侣动物诊疗用药”规定。《兽药管理条例》

是养殖环节执业兽医不为业内广泛周知，动物诊疗
机构执业兽医公共认知度较广。

第六十六条不适用于伴侣动物主人使用兽用处方药

因此，“养诊分离”的好处在于让养殖场专

情形。而实际中，动物诊疗机构常常出现不将兽医

心动物繁育和防疫工作。养殖环节需要的兽医技术

处方笺第三联给宠物主人等行为，却没有处罚依

相对较低，可以聘用执业助理兽医师、防疫员等进

据。因而，可以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增添

行疫苗接种、剪耳阉割等动物防疫活动。需要疾病

有关伴侣动物诊疗用药的规定。

诊疗时，可以请动物诊疗机构的执业兽医到场诊

3.2

治。也要允许大型规模养殖场继续聘用专职执业兽

逐步取消乡村兽医制度
乡村兽医凭登记证购买处方药的规定使兽医

医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以保证场内疫病风险降低至

处方的法律条款出现违背立法原则现象，对基层执

最低。

法工作提出了较大挑战。为便于管理，有必要将同

3.4

一性质的职业合二为一。此外，乡村兽医制度的存

通使用中“求医难”问题

加强执业兽医队伍管理，解决兽用处方药流

在加大了处方药零售商的工作量，兽药经营企业还

一是鼓励一线城市的动物诊疗机构或二三线

要对照《乡村兽医用药目录》《处方药目录》进行

城市的畜禽兽医院、门诊部，加大力度吸引畜禽诊

一一核对，因此应从乡村兽医制度存在必要性角度

疗方面的执业兽医人才，对外开展畜禽诊疗技术服

进行考量。

务，提高畜禽诊疗执业兽医的社会公共认知度，以

《乡村兽医管理办法》中指出乡村兽医是经

解决养殖者找不到兽医处方开具者的问题。

登记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的人员，但目前乡村

二是鼓励养殖环节推广“合作社+农户”“公

兽医主要是由村级防疫员组成，工作内容主要是动

司+农户”政策。广泛动员普通养殖户、无专职执

物防疫，乡村兽医登记也主要是接受补助发放，多

业兽医的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园、实验

处于“监管边缘”。“赤脚医生”在我国医疗改

动物饲育场等，申请加入畜禽专业合作社或者产业

[6]

革中，已于20世纪末退出了历史舞台 。“乡村兽

化畜牧龙头企业，由后者聘请执业兽医开具兽医处

医”也会随着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养殖规模化发展

方，进一步促进诊疗用药指导。

及执业兽医的增多，逐渐消失在国家历史进程中。

三是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执业兽

因此，可以取消乡村兽医制度，将部分临床经验丰

医注册制度的落实，尤其是养殖场内执业兽医的注
47

册，以促进兽医管理的便利性和兽医处方的合法

一是督查兽药经营企业做好“两验两记两对

性。同时加强对执业兽医法律政策宣传，明晰兽医

照”兽用处方药核查制度，查验兽医处方制度例外

处方的使用凭证意义以及安全用药的重要性。

情形的资质和乡村兽医购药登记证；做好单独的兽

3.5

用处方药购销记录和乡村兽医销售记录，销售处方

取消“兽药生产企业”执业兽医的注册，引

入“执业药师”

药时对照《兽用处方药品种目录》和《乡村兽医基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执业兽医注册等有关问

本用药目录》。

题的函》明确指出兽药经营企业不在执业兽医依法

二是加强对养殖环节兽医处方和养殖档案的执

注册范围内。但兽药生产企业，有时也会如同兽药

法检查，查看兽用处方药的购买、使用是否有兽医

经营企业一样，直接参与到处方药零售环节，因此

处方作为凭证，以促进养殖用药制度的规范落实。

由兽药生产企业的执业兽医开具处方，会干扰兽药

此外，兽医主管部门应针对养殖档案与兽医处方的

处方查验制度。

共性与特性，修改养殖档案中与兽医处方重合的内

此外，执业兽医开具兽医处方（笺）的活动
必须以诊疗和治病为前提，如果执业兽医所在单位
没有诊治对象，执业兽医开具兽药处方（笺）的意
义无从谈起。国内兽药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大多懂
兽药知识，但欠缺疾病诊断知识，因此，兽药生产
企业的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对解决临床诊疗活动意

容，突出各自特点，保障用药记录与用药依据的完
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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