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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某家禽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
及检疫监管模式创新
林伟明，曾树灿，窦达林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动植物防疫检疫中心，广东深圳
摘

518000）

要：深圳市宝安区某家禽批发市场通过重新规划功能区、统一设置屠宰车间和代宰档、建立产品质量安全

自检快检室、升级改造污水处理系统和清洗消毒设施以及设立全市统一的休市消毒制度和无害化处理制度等一
系列升级改造措施，将单一的活禽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为集活禽批发、代宰和生鲜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市场。在
监管方面，首创活禽到生鲜禽市场内流向监管的“4 联票据许可制”，建立系统完善的市场内疫病监测机制以
及官方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 + 企业（场方）家禽二维码脚锁扣标识系统的双重禽产品检疫与质量追溯体系。
针对销售、屠宰时的混禽污染风险，以及市场检验人员不稳定、检疫监管仍有漏洞、活禽经营及屠宰人员疫病
防控意识欠缺等问题，提出探索建立产地与家禽批发市场“点对点对接”机制、建立大数据智能化检验检疫管
理平台、加强市场品检人员检疫检验培训、强化企业方的动物防疫工作第一责任人意识等建议。深圳市宝安区
该家禽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作法和监管机制，对于国内其他家禽批发市场具有示范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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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ation of a Poultry Wholesale Market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and Innovation for Its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Lin Weiming，Zeng Shucan，Dou Dalin
（Enterprise Innovation Service Center of Yanluo Sub-district Ofﬁce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Center，Shenzhen，Guangdong 518000，China）
Abstract：A poultry wholesale market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had been upgraded to a comprehensive
market integrating selling live poultry by wholesale，slaughtering live poultry and selling fresh poultry products by a
series of measures，including re-planning functional areas，setting up uniﬁed workshops for slaughtering，building
rapid self-inspection rooms for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upgrading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and facilities for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and adopting uniﬁed disinfection system at rest days and bio-safety treatment system across
the city. In terms of supervision，the“licensing system of four joint bills”for supervision over the movement of
live poultry to fresh poultry market was initially developed，the well-organized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animal
diseases within the market and dual quarantine and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poultry products that integrated
ofﬁcial electronic certiﬁcation system for animal quarantine + identiﬁcation system of poultry foot lock with QR code of
enterprises（farms）was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following problems，including risks of mixed poultry pollution
at sale and slaughtering link，instability of inspectors in the market，loopholes in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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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related to disease control of operators and butchers for live poultry，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exploring to establish the“point-to-point docking”mechanism between the original of place and the market，
developing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big data intelligen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improving trainings for
quarantine ofﬁcers in farms，and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ﬁrst person responsible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in enterprises. Therefore，it was concluded that some references and demonstration were provided to other domestic
markets through the above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Key words：poultry wholesale market；upgrading and reconstructing；centralized slaughtering；innovation on mode
of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深州市宝安区某家禽批发市场是该区唯一一
家专业的家禽批发市场。2015 年，该批发市场执

禽、旱禽混售、混宰，以降低水禽、旱禽疫病交叉
感染的风险。

行“活禽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工作方案，

不同分区间设置生物安全防护间隔区，包括

依据《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

人员和活禽进出市场通道分离，活禽销售档设置独

第 7 号）、《广东省家禽经营管理办法》（广东省

立通风、带空调的玻璃房，实现人、禽分离；水禽

省人民政府令第 206 号）、《生鲜家禽加工经营卫

交易区与其他交易区设置物理隔离，代宰屠宰区与

生规范》（DBS44/004—2014）、《家禽屠宰质量

活禽交易区设有 18 m 宽的物理间隔区（图 2）。

管理规范》（NY/T1340—2007）、《病害动物和

1.2

提高活禽屠宰能力，规范屠宰作业时间

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16548）和《肉

按照《深圳市家禽批发市场代宰点设置指导

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等的

意见》，统一规划、集中设置自动机械化家禽屠

要求及标准，全面进行了升级改造。历时约 3 年，

宰车间和半机械化代宰档，已建成 1 条屠宰能力

最终将单一的活禽批发市场，升级改造为集活禽批

为 2 000 只 /h 的自动机械化家禽屠宰加工线，6 个

发、代宰和生鲜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家禽专业批发市

半机械化代宰档（每个面积约 200 m2），即“1 大

场，目前每天可暂存活禽 10 万只、屠宰 6.2 万只。

6 小”7 条生产线，实行水禽、旱禽分开屠宰运作

本文介绍了宝安区该家禽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做法

模式，遵循健康、病害禽类隔离，以及原料、产品、

以及创立的监管机制，以期对全国其他地区家禽批

副产品、废弃物的转运互不交叉的原则，预防和

发市场建设与监管提供借鉴。

降低产品受污染的风险。

1
1.1

市场升级改造
重新规划功能区，实行分区管理

家禽代宰屠宰区每天执行“早、午”两市作
业时段制，早市屠宰时间为每天 00:00—7:00，午

将单一的活禽批发区和简易家禽屠宰区重新

市屠宰时间为每天 13:00—18:00，其他时段暂停

科学规划，升级规划为活禽批发区、代宰屠宰区、

屠宰，进行休市清洁消毒。这样既方便宰前检查，

生鲜产品交易区、污水和污物处理区（包括运载活

又提高了检疫监管效率。

禽卸货后车辆清洗消毒）、家禽屠宰检疫申报与生

1.3

鲜家禽产品快检办公区、病死禽及屠宰废弃物无害

检验，保障家禽产品质量安全

化处理区和其他行政办公区等 7 大功能区（图 1），
并制定配套管理制度，实现分区管理。
改变过去水禽、旱禽混合销售屠宰的模式，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检快检室，实施屠宰
按规定设置 50 m2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检快检

室，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品质检验和兽医技术专业
人员。品检人员负责在活禽屠宰前、屠宰及屠宰后

实行分开销售和屠宰，将原来的混合销售区和屠宰

全程实施检疫检验，负责疫情报告与相关工作记录。

区重新划分，将其升级改造为水禽交易区、旱禽交

检疫检验工作包括违禁物质检测、药物残留检测、

易区，水禽代宰屠宰区、旱禽代宰屠宰区，杜绝水

肉品品质检验、动物疫病检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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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家禽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后功能区分布图

图2

代宰区与活禽交易区的物理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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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升级改造污水处理系统和清洗消毒设施
雇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环保企业设计与施工，

市的有关规定，设置动物检疫申报点，派驻官方兽
[1]

医实施驻场检疫 ，不断探索创新检疫监管模式。

采用生物和化学结合的方法，升级改造活禽交易区

2.1

与代宰屠宰区污水收集管道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

机制

首创活禽到生鲜禽（转态）市场内流向监管
配套实施 4 个环节监管的“4 联票据许可制”，

做好污水的收集、处理，使其达到市政生活污水排
放标准；升级各经营功能区清洗与消毒设施、设备，

即监管活禽销售→屠宰检疫申报（宰前检疫）→屠

包括入口设置消毒池和车辆喷淋消毒系统，车辆、

宰→生鲜禽出场 4 个环节流向凭证许可制度。具体

笼具冲洗消毒区域，以及配备专门的消毒车，喷洒

为：活禽交易后，由活禽销售档开具一式四联销售

[2]

消毒所有道路 。

凭证，其中第 1 联作为活禽销售档留存凭证，第 2

1.5

联作为货主向驻场检疫部门申报屠宰检疫凭证，第

设立全市统一的休市消毒制度
严格实施“一日一清洗消毒、一周一大扫除、

3 联作为货主向活禽代宰档屠宰加工台帐凭证，第

一月一休市、代宰区待宰栏过夜零存栏”的“1110”

四 4 联作为出场方核验禽数量及准许出场凭证。“4

防疫制度。将每月 20 日设为市场休市消毒日，规

联票据制”一方面有利于活禽销售档、代宰屠宰档

定当月 19 日 19 时至 20 日 24 时为休市消毒时段。

及场方做好相应台账，另一方面有利于市监部门、

经以下消毒流程：清空栏舍（消毒期间不允许任何

驻场检疫部门对活禽销售、屠宰及流向等监管。

家禽留在市场内）→大扫除→清洗→干燥（干燥后

2.2

方可消毒）→消毒并满时限（空栏消毒 32 h）→合

2.2.1

格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经营。休市期间，动

员每日定期巡查场内存栏（代宰）家禽健康情况，

物卫生监督部门定期对家禽批发市场的消毒情况进

发现家禽异常死亡或有可疑临床症状，立即进行抽

行检查与监督。

样检测 。加强对异常死亡或有可疑临床症状禽只

1.6

的检测诊断，汇总诊断信息，纳入日常动物疫病监

建立完善的市场内疫病监测机制
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

驻场检疫人

[1]

规范病死家禽及禽粪便处理程序
市场在每个档口均设有密封的病死禽盛放桶，

测预警信息系统。

并设立专门的无害化处理间。病死禽由场方安排专

2.2.2

病原监测与抗体监测相结合

职人员定时到各交易档口和代宰档收集，收集后统

门每月按照《深圳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一放置无害化处理间，最后送至深圳市生活垃圾处

计划》，对家禽批发市场活禽进行随机采集咽肛拭

理厂作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监管流程包括：驻

子和对应血清样，送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进行高致病

场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核对市场主办方装车前与收集

性禽流感、新城疫等重大疫病病原检测和抗体检测，

时的病死禽种类与数量是否一致；核对后，监督装

评估疫病发生风险，掌握疫病原分布情况和流行趋

车、上铅封、拍照记录，出具无害化处理单，同时

势以及免疫情况。

把处理单及运载车辆牌号上传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

2.2.3

厂；最后由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物疫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开展专项流行病学调查，

并出具无害化处理证明，由驻场检疫部门备案保存。

定期分析疫病发生与流行风险，如发生疑似重大动

专项调查与紧急调查相结合

驻场检疫部

根据日常动

每天交易完毕后，要求各交易档口进行粪便

物疫情、外来动物疫病、新发动物疫病或较短时间

清理、打包，统一由有资质的公司运出市场，在驻

内大量动物出现不明原因发病等情形，及时上报街

[1]

场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

道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同时上报区动物卫生监督

2

所，并协助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展紧急监测和流行

检疫监管模式创新
该批发市场严格按照国家以及广东省、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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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学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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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立双重禽产品检疫与质量追溯体系

少，无法做到全覆盖。四是部分附属产品缺乏完整

双重禽产品检疫与质量追溯体系，即官方的

的流向记录，如屠宰过程中收集的家禽脂肪、血、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企业（场方）特制的家禽

毛，其所流向的企业有无相应的资质或营业执照无

二维码脚锁扣标识系统，实现产品检疫与质量精准

从得知，存在安全隐患、监管盲区。五是活禽经营

监管。

及屠宰人员疫病防控知识尚有欠缺，导致主动防范

2.3.1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

（1）收集活禽

经营档、采购商（配送商）资料，包括身份信息、

性不足。
4

建议

电话号码、住址和送货地址；（2）录入活禽经

从长远看，活禽批发市场要按照产业发展及

营档进货信息，主要包括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的

环保、物流等要求，进一步完善专业化市场细化建

内容，以及活禽入场检疫申报和检疫员临床检疫

设，规范化市场精准管理，落实市场生物安全监管

信息；（3）定期核查活禽经营档与采购商的备

综合措施，建设成集活禽交易、宰杀、加工及生鲜

案信息；（4）由场方统一屠宰检疫申报，经驻

禽交易和物流配送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家禽交易市

场官方兽医按照《家禽屠宰检疫规程》等标准实

场，创建品牌，重点发展深加工，将冰鲜、冰冻等

施屠宰检疫，检疫合格后出具该批生鲜家禽的动

初级产品向便捷休闲类禽产品深化、延伸。下一步

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2]

要做好以下工作：

。
二维码

一是探索产地与家禽批发市场“点对点对接”

脚锁扣信息包括家禽来源、屠宰档口、家禽品检等

机制，构建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有效实现产地免

相关资料，主要涉及批发市场名称、屠宰加工档名

疫检疫与屠宰防疫检疫的疫病防控连续性、可追溯

称（销售档口）、屠宰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

性。二是继续探索建立新的监管模式，建立大数据

地址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屠宰场按《活禽屠宰产品

智能化检验检疫管理平台，配合监控系统，开展包

品质检验规程》实施品质检验，品检合格的出具品

括活禽入场检疫申报、活禽屠宰检疫申报、家禽屠

质检验合格证明，并带上特制二维码脚锁扣。

宰转态路径、家禽屠宰检验检疫、不合格出品 / 废

3

弃物处理、产品流向（追溯）等信息的智能化管理。

2.3.2

家禽二维码脚锁扣标识装置系统

存在的不足
通过一系列的升级改造和检疫监管机制创新，

三是加强市场品检人员检疫检验培训，保证其待遇

该批发市场的销售和屠宰量大大提升，卫生安全状

及福利，以保持人员稳定；从动物检疫、动物食品

况得到明显改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安全的角度，强化其责任意识，提高他们对检疫工

但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

作的重视程度。四是明确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及企

一是批发市场屠宰家禽来源复杂、产地范围

业三方职责，督促企业方发挥其作为动物防疫工作

广 、饲养方式多样，导致不同产地、不同批次活

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主动加强市场疫病防控管理

禽在同一批发档口销售、同一时间屠宰，因而增加

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活禽经营、屠宰等相关

了混禽污染风险，不利于精准追溯。二是因活禽批

人员的疫病防控知识培训，监督其严格按章操作，

发与代宰相对独立运营，导致家禽在送宰前，缺乏

并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适当的休息和停食，从而增加了屠宰过程中的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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