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非洲猪瘟防控难点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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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 年 2 月 24 日，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某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对河北省生猪产业造成较大冲击。

通过此次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本文从养殖数量、养殖模式、地理位置、基层力量等 4 个方面总结了当前河北省
的防控难点，针对上述难点，从严控饲养环节、严把屠宰环节、严守流通环节、及时落实补贴、提升基层能力、
联合防控应对、加强舆情监控等 7 个方面，提出了重点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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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Hebei Province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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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February 24，2019，an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took place in a swine farm in Xushui
District，Baoding City，Hebei Province，which brought serious impact on the pig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In
this paper，al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SF were summarized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mode of breeding，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farms and the veterinarians at grass-roots level. Then，major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against the above mentioned difficulties from seven aspects，including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risk factors in pig production and live pig slaughtering，supervising the movement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and implementing the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culling pigs，improving capacity at grass-roots level，
adopting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response the epidemic and strengthening monitoring over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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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
感染家猪或各种野猪所引起的一种高热、出血性烈
[1]

业农村部 2019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非洲猪瘟疫情
应急实施方案（2019 年版）》，采取了封锁、扑杀、

性传染病 。2019 年 2 月 24 日，农业农村部新闻

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疫情处置措施。目前疫区已正

办公室发布，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某养殖场发生

式解除封锁。本文通过回顾该起疫情的防控过程，

ASF 疫情。疫情发生后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按照农

结合河北省实际，总结了河北省 ASF 疫情防控中
存在的难点及今后重点防控对策，以期为全国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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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 疫情防控提供借鉴。
1
1.1

防控难点
饲养基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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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是我国养猪大省，根据国家统计局网

工等生猪产业集群，这些地缘因素和产业发展形态

站公布数据，2014—2017 年河北省生猪出栏量均

加大了 ASF 防控难度。

超过 3 400 万头，在所统计的 31 个省份中每年都

1.4

基层力量薄弱

排在第 7 位。生猪饲养量大，且饲养密度高，这增

疫情的排查、检测、处置等防控环节需要大

加了猪只间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疫病的几率。同时，

量基层兽医工作人员。受薪酬待遇、机制体制弊端

饲养量大造成活猪调运、屠宰加工等工作量增加，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基层专业的兽医人才

生猪产品、饲料、排泄物等产出量增加。这些环节

稀缺，且人员老化严重，区、镇两级兽医力量尤为

或产物成为了 ASFV 的传播途径或媒介，也加大

薄弱。特别是部分兽医机构合并或撤销后，基层兽

了疫病发生的风险。

医工作人员从原有岗位流失较多 [2]。河北省基层兽

1.2

医工作人员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特别是从 ASF 疫

散养户居多
河北省生猪养殖中以散户养殖居多。根据《中

情防控工作来看，仍相对缺乏。一方面体现在人员

国畜牧兽医统计年鉴（2017）》数据统计，2016

数量不足，另一方面体现在防控经验匮乏。此外，

年河北省共有生猪养殖（场）户 1 049 264 户，其

大多数散养户文化水平不高，养殖技术较低，使得

中年出栏量 1~49 头的养殖户有 955 293 户，占比

基层防控技术力量更加薄弱。

达 91.04%。散养户普遍存在“小、低、散”的现

2

象，即养殖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养殖场布局分

重点防控对策
针对前文所述河北省动物疫病防控难点较多、

散。散养户在舍饲建设、日常消毒、饲料喂养、

难度较大的现状，河北省 ASF 疫情防控首先应严

排泄物处理、病死猪处理等环节中，存在诸多疫

格执行国家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政策。除此之外，还

病防控漏洞。因养殖资金有限，往往在舍饲建设

应在以下方面重点部署防控措施。

和日常消毒上投入不足，导致饲养密度高、生物

2.1

严控饲养，净化环境

安全措施不到位，最终难以达到疫病防控标准。

在饲养环节，严格控制 ASFV 传播途径。第

在饲料方面，有的养殖户为降低养殖成本，选择

一，喂食正规来源饲料，禁止喂食厨余泔水，谨慎

厨余泔水饲喂生猪。散养户在对排泄物处理和病

喂食猪源性饲料，杜绝喂食霉变饲料（霉变饲料中

死猪处理方面，经常不达标、不规范，甚至出现

存在的霉菌毒素会破坏生猪的免疫系统，导致感染

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因而进一步加大了病毒传播

病毒）。第二，保证水源安全。养殖场应定期添加

的可能性。此外，散户养殖因主体众多、布局分散，

氯制剂等消毒剂进行有效消毒，并周期性采集水样，

对行业管理部门造成监管困境，难以达到预期的

对水源进行生物安全评估。第三，驱除钝缘蜱、蚊

管理目标。

虫等各类疫病传播媒介，提高驱虫作业频率，尤其

1.3

猪只体表和圈舍环境的驱虫。第四，及时清理排泄

地理位置特殊
河北省地处我国生猪养殖北方商业化核心区

物，保持圈舍清洁，降低感染风险。第五，加强养

域，环抱京津，毗邻渤海，接壤河南、山东等养猪

殖场人员进出管理，强化人员、车辆等的进出消毒。

大省，是东三省活猪调运南下的必经之路，是大量

第六，鼓励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进一步推动饲养密

生猪（产品）陆上物流和海关贸易的枢纽和集散地，

度合理、饲养管理规范、生物安全措施到位的规模

同时河北省还富集了养殖、交易、运输、屠宰、加

化、标准化养殖，逐步取代散养式家庭养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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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

划定扑杀范围。扑杀后，及时按照农业农村部、财

2.2

政部及河北省相关部门出台的扑杀补偿标准，对养

严把屠宰，标准作业
屠宰中的胴体、体液、内脏等均可能是 ASFV

殖主体进行补偿。务必保证补偿及时到位，尽最大

的载体，因此屠宰环节也是防控重点。第一，要严

程度弥补养殖主体的利益损失，消除其对扑杀的抵

把生猪进厂环节，加强进厂临床检查，不接收来源

触心理，防止出现养殖主体为避免扑杀损失而瞒报

不明、存在疑似病情以及来自疫区的猪只；屠宰前

疫情，甚至违法销售病死猪的现象。基层防疫人员

保证充足静养时间，静养期间发现病死猪及时报告

要及时准确向上级农业主管部门报告应补偿的病死

并按规定处理。第二，严格按照屠宰流程与标准作

猪数量，对实际数量与应补偿数量不符的，应认真

业，对屠宰工作中产生的废弃物，依法依规进行无

梳理分析，查找原因并按相关规定严格处理。发生

害化处理；提高工人疫病防控意识，强化同步检疫，

疫情时，在做好自身防护前提下，基层防疫人员应

加强临床表征检查，如发现疑似病状及时上报。第

及时进入疫区，规范开展临床健康检查和采样，将

三，开展屠宰场专项整治行动，对整改后仍不能达

样本快速送交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

标的屠宰厂依法进行处理；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

行检测，同时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机制，并合理

为，坚决取缔无营业资质、无防疫条件的地下屠

设置病死猪收集点、暂存、掩埋场地，确保设立明

宰场或小作坊。第四，加快推进屠宰标准化创建，

显的警示标识。

鼓励屠宰企业转型升级。

2.5

2.3

严守流通，杜绝“流毒”

基层着手，提升能力
基层是疫病防控第一线，对疫情发展有至关

ASF 疫情暴露了我国生猪跨省调运对疫病防

影响。首先，可通过专家下乡和协会培训等形式，

控的影响，因此应加强对活猪、生鲜猪肉及猪肉制

加强对养殖主体的防控能力培训。养殖主体如果能

品等的流通管理。第一，活猪运输车辆应按国家相

够掌握一定的防控技能，一方面可以降低疫病感染、

关规定实行登记备案，尽可能加装定位系统，对省

传染几率，另一方面在猪只感染疫病后能够尽早作

内活猪调运进行跟踪式监测，做到“凡运必监”；

出预判和上报，从而为疫病防控争取时间和主动。

严禁从未解除封锁的疫区调入活猪，本省未解除封

其次，提高基层兽医工作人员防控能力，从常见疫

锁的疫区禁止调出活猪。第二，在无害化处理厂建

病的临床症状、流行病学特征、疫情形势、防控政

立标准化的车辆洗消车间，病死猪运输车辆必须清

策、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培训，提高其疫病

洗消毒干净后方可离开无害化处理厂且要有明显标

的诊断能力和水平，确保一旦有疫情发生，能按要

识。第三，严格执行省外猪只、猪肉制品、猪源性

求报告和处置，及早消除疫情隐患 。最后，培育

饲料等的入境检疫，加强机场、港口等地入境厨余

基层兽医协会或民间组织，提高民众参与积极性，

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监管。第四，加强对冷鲜猪肉等

弥补基层防控缝隙。以西班牙 ASFV 根除计划为例，

肉制品的市场销售监管，厘清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

其在根除阶段成立了 979 个协会，有 41 321 位农

主管部门责任，明晰权责清单，完善监管机制，弥

民参与该计划，这一措施对西班牙防控 ASF 发挥

合监管缝隙。

了重要作用 。

2.4

2.6

扑杀彻底，补偿到位
染疫生猪扑杀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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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联防联控，联合应对
在物流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备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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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ASF 防控往往涉及多个环节与主体，因此很

式下降，维持正常市场秩序。另一方面重点面向养

难靠农业主管部门“单打独斗”解决。这就要求每

殖主体宣传，一是宣传普及疫病防控知识、经验、

个环节所涉及的行政管理主体共同参与。严格执行

技术等，创造良好的一线防控环境，提高养殖主体

基层乡镇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双轨责任机制，认真

防控水平与效率；二是将国家防控政策，尤其是扑

做好全产业链监管工作。农业主管部门既要履行本

杀补偿政策进行广泛舆论宣传，消除养殖户和企业

部门相应防控职责，同时还应作为主导，联合其他

的后顾之忧 ，避免养殖中存、出栏量等发生清仓

部门共同防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进入市场

式剧变，影响产业平稳发展。研究巴西 ASF 根除

中的生鲜猪肉、猪肉制品与猪源性饲料等重点进行

经验发现，政府通过搭建媒体平台进行大量的宣传

病原检测以及厨余泔水去向监管。海关部门加强对

交流，使农场主积极主动快速上报疫情，对于巴西

病毒载体的入境物品检疫。公路交通管理部门要切

ASF 的成功根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实加强活猪及猪肉制品运输车辆的跨地调运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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