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非洲猪瘟防控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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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 年河南省发生两起非洲猪瘟疫情后，全省迅速行动、快速响应、严格处置，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文梳理了河南省围绕非洲猪瘟防控，所采取的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加强洗消中心建设、强化两场（种猪场、
规模化养殖场）监管、严格检查站把关、加强“两体”（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等一系列关
键措施，指出了当前存在的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泔水处置难度大、运输车辆备案条件不明确、屠宰场风险隐
患大等问题，提示应强化联防联控、严厉打击违法、强化生物安全、严格屠宰环节，以期为国家非洲猪瘟防控
提供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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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18，two outbreaks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were identified in Henan Province. By rapid
response，adopting quick operations and strict disposal measures，the outbreaks we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n this
paper，major measures for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Henan were reviewed，such as registration of transport
vehicles for live pigs，strengthening the building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ng service centers，intensifying supervision
over scaled swine farms and breeding farms，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checkpoints and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animal disease control system and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system. Meantime，the current problems were also put
forward，including unimplemented bio-safety measures，difficulty in disposal of swill，unclear requirements for
vehicle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potential risk factors in slaughterhouses. 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such as，
strengthening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relevant organizations，cracking down illegal activities，intensifying
bio-safety disposal measures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ver pig slaughtering，so as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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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8 月 3 日我国发生非洲猪瘟以来，

2.2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加强洗消中心建设
河南以切断非洲猪瘟传播为目的，以运输车

143 起，其中河南共发生疫情 2 起。疫情发生以来，

辆清洗消毒为重点，印发了《生猪及其产品运输车

河南积极行动，迅速处置，针对当前非洲猪瘟防控

辆清洗消毒技术规范》，明确规定了生猪、产品、

工作中存在的生猪贩运经纪人监管难度大、清洗消

饲料、无害化处理等运输车辆的清洗消毒程序、消

毒流于形式、违规调运频发、基层防疫和检疫体系

毒剂种类和消毒频率等要求。探索以“企业自建、

薄弱等问题，采取了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加强洗消

政府投资建设、依托社会资源建设”等不同形式建

中心建设、严格检查站把关、加强“两体”建设等

设洗消中心，鼓励养殖场、屠宰场等自行建设洗消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为河南省防控非洲猪

中心，不具备条件的养殖场可以乡镇为单位集中建

瘟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

设 1~2 个洗消中心。新蔡县依托加油站洗车点共

1

建成洗消中心 20 个，畜牧部门免费为加油站提供

疫情概况
2018 年 8 月 14 日，河南郑州市双汇食品有限

消毒剂，生猪贩运人调运生猪前，必须前往加油站

公司屠宰厂一车生猪发生不明原因死亡，共 260 头，

洗车点进行清洗消毒，然后凭加油站出具的消毒证

发病 30 头，死亡 30 头。2018 年 9 月 12 日，河南

明，方可申报检疫。目前全省已建成各类洗消中心

省获嘉县太山镇汇鑫牧业猪场生猪出现不明原因死

1 132 个，对于防控疫情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亡，发病 88 头，死亡 34 头。以上 2 起疫情，经中

2.3

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为非洲猪瘟疫情。

强化“两场”监管
为稳定生猪基础产能，河南省不断加强“种

疫情发生后，河南省按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快

猪场、规模化养猪场”（以下称“两场”）的监管，

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采取封锁、扑杀、无害化处

督促“两场”强化生物安全管理，加强自身防疫条

理、消毒等处置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如期解除

件建设，同时针对“两场”周边 3 公里范围内小散

了疫区封锁。

养户，规劝其逐步弃养、退养。濮阳市对全市生猪

2

养殖场（户）实行“两牌两消双登记”制度：“两

2.1

主要做法
实行生猪运输车辆备案

牌”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责任人员公示牌和防疫重

为封堵生猪调运环节漏洞，强化生猪贩运经

地告示牌，在场区大门显著位置悬挂或张贴；“两

纪人监管，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河南省对生猪

消”为养猪场户门口撒石灰，放置消毒器械；“双

运输车辆实行了备案制，要求所有备案车辆必须

登记”为非洲猪瘟排查签字台账和非洲猪瘟防控问

准确记录生猪运输车辆品牌、型号、牌照、车辆

题台账。通过责任牌和台账管理，压实每个工作人

所有者等信息，必须满足箱底及底部耐腐蚀、防

员的责任，确保每项措施宣传到养猪场（户），落

渗漏等要求，对于跨省调运生猪的车辆，必须配

实到相关负责人。

备车辆定位跟踪系统。在此要求下，濮阳市建立

2.4

了 GPS 监管平台 -“猪 e 运”，将所有运输车辆

严格“泔水”管控
为加强泔水管控，河南省印发了《河南省禁

GPS 监管信息统一到“猪 e 运”平台上进行监管；

止餐厨剩余物（泔水）饲喂生猪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滑县建立了生猪运输车辆 GPS 定位管理系统，

制定了《加强餐厨剩余物（泔水）管理告知书》《加

对 生 猪 运 输 车 辆 做 到 实 时 监 控， 有 效 规 范 了 生

强餐厨剩余物（泔水）管理承诺书》，要求各餐饮

猪调运行为。目前全省已备案生猪运输车 8 000

服务单位加强管理，建立餐厨剩余物处理台账，详

多辆。

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处置时间、数量、收运者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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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严防餐厨剩余物（泔水）流入生猪养殖环节。

3.2

泔水处置难度大

为打击泔水喂猪行为，各地强化执法，严惩重处。

当前泔水处置存在很大困难，一是餐厨剩余

其中，濮阳市在打击泔水专项治理行动中，查处违

物收储运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处理体系不健全。二

规使用和处理泔水案件 12 个，驻马店市查处了 1

是打击力度小，针对泔水喂猪行为，目前普遍采取

个泔水喂猪窝点，有力打击惩戒了泔水喂猪行为。

的是警示教育、劝告说服等手段，违法成本太低，

2.5

难以形成有力的震慑作用 。

强化检查站把关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河南省在高速、国道、

[1]

3.3

运输车辆备案条件不明确

省道、县道等增设了检查站，其中高速检查站由之

运输车辆备案在各地标准不一，参差不齐，

前的 18 个增至 40 个，国道、省道及县道等各类检

全国没有统一的备案具体标准，农业农村部第 79

查站全省共增加至 400 多个，同时要求畜牧、农业、

号令也只是提到耐腐蚀、防渗漏，但没有具体的参

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合上岗。印发了《河南省关于

数和指标，对于监管部门在实际备案中造成很大困

规范临时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运行的意见》，

惑和困难。对于拒绝进行备案的，目前主要采取责

从强化基础设施、配备仪器设备、严格工作制度等

令改正、通报当地部门、不予检疫出证等措施，但

几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要求，其中仪器设备方面要求

该措施缺少必要的法律支撑。

检查站配备基本的高压消毒机、应急灯、远红外线

3.4

测温仪、反光背心、头盔等基本设施设备。

洗消中心缺乏长效运行机制

2.6

加强“两体”建设

部分洗消中心，尤其是社会投资建设的洗消
中心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缺少政府监管，洗消工作

针对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落实不完全到位。二是个别洗消中心设备简陋，仅

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健全、人员队伍薄弱、保障措施

有简单的手动式喷雾消毒器，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不到位等问题，河南省印发了《关于加强河南省动

三是社会投资的洗消中心更注重收益，如何将公益

物疫病防控和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要

性和市场效益有效结合，是建立洗消中心长效机制

求各地将体系建设纳入年度计划，将体系建设经费

的关键。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鹤壁市淇滨区、开发区、示范

3.5

屠宰场存在安全隐患

区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分别招聘了 9 名、2 名、6

屠宰场连接着养殖场与市场，是防控非洲猪

名人员充实防疫队伍。焦作市的武陟县、修武县、

瘟工作的重中之重。据报道某企业速冻水饺检测出

鹤壁市浚县、淇县等地都落实专项经费用于实验室

非洲猪瘟阳性 。这与屠宰场把关不严有密切关系。

建设、仪器设备购置等。

部分屠宰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漠视生物安全

3

措施，对于出厂生猪产品把关不严格；部分屠宰企

3.1

存在问题
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
从防控实践看，生物安全措施能否做到位，

[2]

业不愿投资 PCR 检测设备，而快速检测试纸条检
测结果又不稳定。因此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问题

是预防和控制非洲猪瘟传播的关键因素。从基层实

隐患大。

际情况看，仍有部分企业不重视生物安全措施，存

4

在侥幸思想，防疫消毒等工作形同虚设；部分养殖

4.1

有关思考
强化联防联控

场对进出车辆清洗消毒不到位，对人员管理不严

打赢非洲猪瘟持久战和攻坚战需要政府、社

格；屠宰场运输车随意进出。这是造成当前非洲猪

会、企业等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同心协力，要建

瘟疫情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

立地方政府负总责、各部门联防联控、企业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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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的非洲猪瘟防控责任体系。为此，河南省专门印

检测 。三是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市场产

发了《河南省非洲猪瘟防控责任追究制度》：明确

能出清，通过日常监管、督导检查、清理整顿等手

地方政府统筹做好人员、物资等各方面保障；畜牧、

段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从而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屠

林业、市场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各司其职，

宰行业整体水平。

落实好非洲猪瘟防控各项措施；企业要增强社会责

4.5

任感，履行好主体责任。
4.2

加快防控技术和疫苗研发
防控非洲猪瘟最有效的方法是疫苗免疫。因

强化生物安全

此，加快疫苗研发，加大项目立项，扶持科研团队，

养殖、运输、屠宰、饲料等生猪产业链各环

加大资金投入，加快病理学、免疫学、生化学等

节企业主体要切实树立科学防控意识，加强生物安

基础研究，为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提供基础和技术

全措施，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管理，认真做好

支撑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制定符合当地现状

[3]

[6]

清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监管部门要督促

的非洲猪瘟防控技术和制度规范，因地制宜做好非

引导企业强化风险意识，向企业发放告知书，要求

洲猪瘟防控工作。

企业签订承诺书，定期组织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培训

参考文献：

活动。

[1]

4.3

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和生猪生产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J]. 中国动物检疫，
2019，36（6）：23-25.

坚持重典治乱，严打重处。畅通群众举报通道，
坚决打击收购、贩运、屠宰病死生猪及染疫生猪的

[2] 澎 湃 新 闻 . 三 全 水 饺 被 曝 检 出 非 洲 猪 瘟 病 毒，
官 方 回 应 来 了 [EB /O L].（2019 -02 -18） [ 2019 -

[4]

行为 ；对于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防疫消毒不实

0 6 - 0 2 ] . https://mp.weixin.qq.com/s/F1ZVhEMo2-

施，随意处置抛弃病死动物的，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督促整改；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7oUGD5Ppf1uA?agt=15438.
[3]

任。
4.4

尹 红 斌， 李 波， 刘 亚 林， 等 . 云 南 省 非 洲 猪 瘟 防 控

翟新验，张倩，张淼洁，等 . 猪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概述 [J]. 中国动物检疫，2019，36（5）：35-37.

严格屠宰环节把关

[4]

河南畜牧兽医，2018（458）：32-33.

一是严格实施检疫程序，规范出证行为，杜
绝问题猪肉出厂，严厉打击收购屠宰病死以及染疫
猪行为。二是监督企业落实好非洲猪瘟批批抽检制
度。鼓励指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强实验室建设，配备

张强 . 畜禽屠宰执法监管现状调查研究及对策建议 [J].

[5]

何世成，王昌建，林源，等 . 湖南省部分屠宰场非洲
猪瘟监测 [J]. 中国动物检疫，2019，36（6）：6-8.

[6]

马文涛 . 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及综合防控措施 [J]. 河
南畜牧兽医，2018（465）：42-43.

PCR 检测设备，不具备条件的可以委托当地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责任编辑：侯文婷）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