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管理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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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管理情况，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现况调查法，制定调查表，对所

辖市、县、乡三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00% 的市级机构配备了动物疫苗冷藏设备，
使用率达到 92.86%，动物疫苗冷链运输温度 100% 合格，而县级机构的冷藏设备配备和使用率分别为 75.23%
和 59.63%，仅 67.89% 能保障冷链运输温度；100% 的市级、90.83% 的县级、89.90% 的乡级机构能够按要求贮
存消毒药品，92% 以上的各级机构能够按要求正确填写有关物资凭证，95% 以上的各级机构能够做到“账账相符、
账实相符”；不到 70% 的乡级防疫机构回收屠宰、养殖环节的畜禽标识，不到 70% 的养殖场申报政府采购疫
苗计划及对自购强制免疫疫苗进行备案。结果表明：广西市级机构的动物疫苗冷藏和冷链运输设备齐全，而县、
乡两级配备明显不足；各级机构能够按要求贮存消毒药品，相关台帐、凭证管理到位，但畜禽标识回收率偏低，
养殖场自购强制免疫疫苗备案意识淡薄。结果提示：应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争取资金，完善基层机构
的动物疫苗冷藏设施设备配备；加强各环节畜禽标识的回收和销毁管理，尽快建立“移动戴标制度”；继续加
强物资监管，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物资的储备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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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anagement of Supplies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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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Nanning，Guangxi 53000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management status of supplies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in Guangxi，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towards the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of municipality，county and town that were under jurisdiction of Guangxi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frigeration equipments were available in all municipal institutions，with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92.86%，and the temperature of all cold-chain transportation could meet all required standards，
while for county-level institutions，the availability and utilization rates were 75.23% and 59.63%，respectively，
and only 67.89% equipments could ensure the temperature of cold-chain transportation；disinfection drugs could be
stored as per requirements by all municipal，90.83% county-level and 89.90% town-level institutions，and relevant
vouchers could be applied for or ﬁlled in correctly as required by over 92% institutions，“consistent accounts and
conformance between accounts and relevant actual data”were achieved in more than 95% institutions；livestock
and poultry identiﬁcations during the procedures of slaughtering and breeding were reclaimed by less than 70% townlevel institutions，and the declaration of Procurement Vaccine Plan by Government and registration of self-purchased
compulsory vaccines were performed by under 70% farms. Therefore，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refrigeration and cold收稿日期 ：2019-08-07 修回日期 ：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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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s of municipal institutions were fully equipped，but the equipments in institutions at
levels of county and town was obviously insufﬁcient；disinfection drugs could be stored by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as
required，and relevant account books and vouchers were in place，but the recovery rate of identiﬁcations of animal
and poultry was low，and the awareness about registration of self-purchased compulsory vaccines by farms was poor.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including communica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ﬁnancial institutions for supporting funds，improving vaccine refrigeration facilities in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recovery and destruction of animal and poultry identiﬁcations during all procedures and
establishing a“mobile identiﬁcation system”as soon as possible，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ver supplies，
and reserving and managing emergency suppli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Key words：emergency supplies；animal disease control；management；investigation；Guangxi

疫苗、消毒药品等防疫物资是预防、控制和

督检查开展情况等，具体内容见表 1。

扑灭动物疫病的后勤保障。只有管好、用好动物防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 1 416 份，回收 / 有

疫物资，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的发生，保

效 1 113 份（其中市级 14 份、县级 109 份、乡级

障养殖业生产安全，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990 份），回收 / 有效率为 79%。调查表采用“是 / 否”

为做好防疫物资管理，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答题方式，由各市、县和乡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自 2012 年开始创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防疫物

机构落实专人填写上报。

资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物资系统”），至

1.2 数据分析

2016 年实现了动物防疫物资从自治区、市、县到
[1]

采用 IBM SPASS Statistics 25 对数据进行统计

乡镇的四级联网管理 ，同时修订了《广西壮族自

分析。

治区动物疫苗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禽标

2 结果与分析

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等规章制

2.1 动物疫苗运输、贮藏设施设备和温度保障情况

度，使全区动物防疫物资管理登上了新台阶。

调查结果显示，市级机构的动物疫苗冷藏设

为了解广西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动

备配备和使用率分别达到了 100% 和 92.86%，动

物防疫物资管理情况，找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广

物疫苗冷链运输温度 100% 合格，但县级机构的冷

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14 个市级动物疫病预

藏设备配备和使用率分别为 75.23% 和 59.63%，

防控制中心，以及 111 个县（市、区）和 1 291 个

冷链运输温度合格的仅为 67.89%（表 2）。调查

乡（镇及街道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了问

结果表明，市级机构动物疫苗的冷藏设备、运输

卷调查。

的冷链设施配备完善，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温度运

1 材料与方法

输动物疫苗，做到了“两个保障”，即疫苗运输、

1.1 调查内容与方式

贮藏有保障，冷链运输温度有保障，但县、乡级

采用现况调查法，由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机构，尤其是县级，设备配备、使用和温度保障

中心统一制定《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管理自查自纠情

情况较差。

况调查表》。调查表内容包括：动物疫苗运输、贮

2.2 畜禽标识、消毒药品贮存情况

藏和温度保障情况，畜禽标识、消毒药品贮存、调

结果显示：100% 的市级机构做到了消毒药

拨和使用情况，台帐及物资盘存情况，动物疫苗报

品贮存合格，90.83% 县级、89.90% 的乡级机构能

废和畜禽标识回收销毁情况，政府采购疫苗计划申

够做到按要求贮存消毒药品，基本做到了“两专

报及自购强制免疫疫苗备案情况，动物防疫物资监

一严格”，即专库、专柜严格按规定存放。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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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比例的县和乡级机构做得不够理想，如有

畜禽标识和消毒药品入库、调拨、出库等相关凭证

20.30% 的乡级机构没有做到畜禽标识贮存合格，

须在“物资系统”中进行登记。调查结果显示：

23.85% 县级机构没有做到物资分类存放，具体结

92% 以上的机构能够做到按要求正确填写疫苗、

果见表 3。

畜禽标识和消毒药品入库、调拨、申领和出库等相

2.3 疫苗、畜禽标识和消毒药品相关凭证填写情况

关凭证，市、县级更高，达到了 96% 以上（表 4）。

按照“两个办法”等规定，各级机构的疫苗、
表1

调查结果说明，各级单位“物资系统”使用顺畅，

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管理自查自纠情况调查所涉及的内容

项目分类

调查内容

动物疫苗运输、贮藏设施设备
和温度保障情况

是否配备有与本级动物疫苗储存量相适应的冷藏设备，是否使用冷藏车或配备冷藏设施的车辆运输
动物疫苗（乡镇使用冷藏箱），动物疫苗冷链运输温度是否符合规定

畜禽标识、消毒药品贮存情况

畜禽标识是否专库、专柜分品种存放，且库房通风、阴凉、干燥，无化学品及有毒物品，并有防火、
防潮、防污染、防虫害等措施；消毒药品是否分品种分垛存放，且储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
库房，并且远离火种、热源，不受阳光直射；消毒药品是否不与牲畜标识、金属类等物资混放

动物疫苗、畜禽标识和消毒药
品相关凭证填写情况

申领动物疫苗和消毒药品，是否及时在物资系统提交申领单；发放动物疫苗、消毒药品和畜禽标识，
是否及时在物资系统填制出库单；接收上级单位发放的动物疫苗、消毒药品和畜禽标识入库后，是
否及时在物资系统填写验收报告和入库单；动物疫苗、消毒药品和畜禽标识的入出库凭证是否一一
对应且出库总数与入库总数相符

物资实物台账、会计核算台账
及物资盘存情况

物资实物台账的入库数据与出库单据数据是否相符；物资实物台账的结存数据与仓库盘存的实物数
据是否相符；对物资进行会计核算的 13 个市级、89 个县级单位，会计账凭证是否齐全；对物资进
行会计核算的 13 个市级、89 个县级单位，会计账与物资实物台账是否相符

动物疫苗、畜禽标识使用情况

动物实施免疫后是否按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免疫记录信息（含戴标情况）是否完整；是否存在弃用
疫苗现象；是否对弃用疫苗的处置做了情况记录

畜禽标识回收及销毁情况

是否回收屠宰环节畜禽标识，回收养殖环节损坏或脱落的畜禽标识，是否统一销毁；销毁畜禽标识，
是否有《畜禽标识回收销毁记录》

政府采购疫苗计划申报及自购
强制免疫疫苗备案

养殖场能否做到提前申报计划、按规定做好备案

防疫物资监督检查开展情况

是否每年定期开展动物防疫物资监督检查

表2

动物疫苗运输、贮藏设施设备和温度保障情况调查统计

机构分类

配备冷藏设备 / 个

占比 /%

使用冷链设备运输 / 个

占比 /%

冷链运输温度合格 / 个

占比 /%

市级

14

100

13

92.86

14

100

县级

82

75.23

65

59.63

74

67.89

乡级

795

80.30

926

93.54

776

78.38

表3
机构
分类

畜禽标识贮存合格 / 个

畜禽标识、消毒药品贮存情况调查统计

占比 /%

消毒药品贮存合格 / 个

占比 /%

物资分类存放 / 个

占比 /%

14

100

13

92.86

市级
县级

95

87.16

99

90.83

83

76.15

乡级

789

79.70

890

89.90

771

77.88

注：畜禽标识由生产厂家直接调货至县级，因此市级没有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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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录入及时，物资进出有据可查，且单据信息做

台账及物资盘存数，可快速准确核对相关账目。调

到了“一对应、一相符”，即入库单据与出库单据

查结果显示：95% 以上的各级机构做到了实物台账

一一对应，出库总数与入库总数一一相符。

和单据间对应数据相符、会计账凭证齐全、会计账

2.4 物资实物台账、会计核算台账及物资盘存

与台帐相符，其中市、县级更高，达到了 99% 以上（表

情况

5）。结果表明，各级机构对物资的账面和实物管
“物资系统”可导出物资实物台账、会计核算
表4

理十分到位，做到了“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疫苗、畜禽标识和消毒药品相关凭证填写情况调查统计

机构
分类

及时提交
申领单 / 个

占比 /%

及时填制
出库单 / 个

占比 /%

及时填写验收
报告和入库单 / 个

占比 /%

入出库凭证、出入
库总数相符 / 个

占比 /%

市级

14

100

14

100

14

100

14

100

县级

108

99.08

105

96.33

108

99.08

109

100

乡级

965

97.47

911

92.02

937

94.65

979

98.89

表5

物资实物台账、会计核算台账及物资盘存情况调查统计

机构
分类

入库与出库单
数据相符 / 个

占比 /%

台账结存与
盘存数据相符 / 个

占比 /%

会计账凭证
齐全 / 个

占比 /%

会计账与
台帐相符 / 个

占比 /%

市级

14

100

14

100

13

100

13

100

县级

108

99.08

108

99.08

89

100

89

100

乡级

958

96.77

947

95.66

注：乡级防疫机构不是财务独立核算单位，不会计核算。

2.5 其他方面情况

但也能按照规定程序申请报废。

2.5.1 疫苗、畜禽标识使用 疫苗和畜禽标识逐

2.5.4 政府采购疫苗计划申报及自购强制免疫疫

级调拨的末级单位是乡级，防疫人员从乡级领取动

苗备案 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养殖场能做到“两

物疫苗和畜禽标识对动物实施疫病免疫和标识佩

能”，即能提前申报计划，能按规定备案，占比分

戴。调查结果显示，99.80%（988/990）的乡级机

别为 66.06% 和 63.30%。

构能够做到按规定建立免疫档案，93.34%（930/990）

2.5.5 防疫物资监督检查 市、县级机构基本能

的乡级机构能够完整记录免疫信息，但仍有 5.35%

够做到每年定期开展动物防疫物资监督检查，占比

（53/990）乡级机构存在弃用疫苗的行为。

分别为 100%、98.17%。

2.5.2 畜 禽 标 识 回 收 及 销 毁 畜 禽 标 识 回 收 及

3 讨论

销 毁 工 作 由 乡 级 机 构 进 行， 调 查 发 现， 分 别 有

本次调查共收到了 14 个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

69.39%（687/990）、62.22%（616/990） 的 乡 级

制中心、109 个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990

机 构 能 够 回 收 屠 宰、 养 殖 环 节 的 畜 禽 标 识， 有

个乡级动物防疫机构上报的调查表。结果表明，近

61.82%（612/990）的乡级机构做到统一销毁畜禽

年来，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管理按照“四专三严”，

标识，销毁后，93.63%（573/612）乡级机构能够

即“专人专车专库专账，严格验收入库和出库、严

做好销毁记录，做到了“两有”，即回收有销毁、

格储运管理、严格账实管理”，稳步推进，取得了

销毁有记录。

较显著成效，但也显示出一些问题。

2.5.3 疫苗报废 调查发现，各级机构中，少数
机构存在储存过期疫苗现象（县级 7 个、乡级 62 个），

一是县级、乡级疫苗贮藏设备和运输冷链设
施装备不足，导致疫苗质量无法完全保障。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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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全自治区仍有 27 个县（市、区）、195

策落到实处。

个乡镇的冷藏设备无法满足疫苗的储存，有 44 个

根据农业农村部要求，2020 年要在规模养殖

县（市、区）没有疫苗冷藏车或配备冷藏设施的车

场全面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这样政府

辆，64 个乡镇没有冷藏箱运送疫苗。因此，需要

集中采购动物疫苗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因而今后的

各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重视，积极与财政部门

物资管理工作将重点转向现有设施设备的整合和重

沟通、协调，争取资金支持。建议将疫苗冷藏设施

大动物疫病应急物资的储备和管理工作上来 ，物

设备维护费纳入年度预算，作为专项经费使用：一

资管理工作将显得更为重要。

部分用于县级专用疫苗运输车辆装配冷藏设施，一

4 结论

[3]

部分用于维修或更新乡镇破损或老化的冰箱、冰柜，
[2]

配备相应数量的冷藏箱 。

本调查采用现况调查法，通过发放调查表的
方式，对广西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了

二是损坏或脱落的畜禽标识回收难。经统计，

防疫物资管理情况调查。调查认为：市级机构动

在 990 个乡级单位中，有 374 个没有回收养殖过程

物疫苗冷藏设备、运输冷链设施配备完善，动物

损坏或脱落的畜禽标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疫苗运输、贮藏有保障，但需加强对县和乡级机

动物防疫法》（2015 年 4 月 24 日第二次修正）第

构的动物疫苗冷藏和冷链运输的设施设备配备；

十四条规定，经强制免疫的动物，应当按照国务院

各级机构基本能够按要求做到疫苗、畜禽标识、

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识，

消毒药品等防疫物资的贮存、调拨和使用，并且

实施可追溯管理。而佩戴的畜禽标识在养殖环节中

能够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但需加强各

损坏或脱落非常常见，尤其是牛羊等饲养时间长家

环节畜禽标识的回收和销毁工作，做好养殖场自

畜的标识，即使不脱落，标识号也已经模糊不清。

购强制免疫疫苗备案工作

因此，今后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这些现象发生，“移

引。随着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全面实施，

动戴标制度”亟待落地。

今后的防疫物资监管要转向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应

三是养殖场自购强制免疫疫苗备案意识淡薄。
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半数的养殖场没有按规定到
指定部门进行自购强制免疫疫苗备案。根据《兽用
生物制品管理办法》（2007 年 2 月 14 日通过）第

的政策宣传和服务指

急物资的储备和管理工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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