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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给我国养猪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国外的非洲猪瘟防控经验和我国的区域化管理

实践说明，区域化防控已成为当前非洲猪瘟防控的必然举措。本文阐述了非洲猪瘟区域化防控的必要性、紧迫
性及可行性，结合当前国家防控政策，将防疫大区纳入无疫区建设范畴，形成无疫小区、无疫省、无疫大区由
点到面到片的区域化管理战略布局，从根本上提高养殖者生物安全意识，管控各环节非洲猪瘟传入风险。同时
提出应做好顶层设计，强化政府推动；出台非洲猪瘟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标准；完善配套机制，优化市场准
入机制，以保障做好非洲猪瘟区域化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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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Thoughts on Regionalization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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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breaks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have seriously impacted the pig industry in China.
Considering relevant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real practices of regionaliz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the
regionalization control measures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current ASF control situation. In this paper，the necessity，
urgency and feasibility of regionalization control of ASF were stated，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large region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ope of disease-free zones，to form a strategic layout of regionalization
management from one point to the whole area consisting of disease-free compartments，provinces and regions，so as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bio-safety awareness of farmers and to control risks in different processes. Meanwhile，the
regionalization control of ASF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a series of measures，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and government-driving，developing and publishing related standards of ASF-free compartment and ASF-free zone，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system and optimizing access mechanism.
Key words：African swine fever；disease-free zone；disease-free compartment；regionalization management

自 2018 年 8 月初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我国以来，

会稳定，随着疫情的发生发展，国家不断出台相应

我国养猪产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养猪业从业

的防控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当前防控工作仍

者恐慌情绪蔓延，复养勇气不足，生猪存栏量急剧

然存在诸多问题，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转变防

下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和

控思路。为进一步建立非洲猪瘟防控长效机制，胡

发展不仅严重影响到生猪产业发展，也关系经济社

春华副总理提出，要对非洲猪瘟实行分区防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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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通过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狠抓措施落实，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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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传播。另一方面通过科学规划生猪养殖布局，

46

2019 年第 36 卷第 10 期

优化流通方式，保障生猪生产供应。

只采用全国通用的防控措施，没有因地制宜地细

1

化实施适合本地区本企业的防控措施，显然已无

1.1

区域化防控是非洲猪瘟防控的必然举措
区域化防控是控制非洲猪瘟的关键
目前，非洲猪瘟病毒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定

法实现防控目标。作为防疫监管主体的各地政府
和防疫主体的养殖企业，均已认识到实施区域化

的污染面，从非洲猪瘟自身特点看，该病潜伏期长，

防控对于解决有效防控非洲猪瘟、减少生猪长途

病毒高度接触性传播，在我国当前养殖模式和流通

调运造成疫情扩散、尽快恢复产能、保障产销平

方式下，病毒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扩散，加大防控工

衡等难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难度。从防控传染病的理论上看，成功做到消灭

1.3

非洲猪瘟区域化防控的可行性

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动物中的任意一

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管理，是国际通用的

条就能阻断疫病传播，这坚定了非洲猪瘟可防可控

防控动物疫病、促进动物及其产品贸易的动物卫生

的信心。在养殖方式和流通方式短时间内无法彻底

措施，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相关国际组织

改变的形势下，唯有通过运用区域化管理理念，建

鼓励各国采用区域化理念防控非洲猪瘟，并发布了

立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和无疫区，实施分区管理，提

明确的非洲猪瘟防控原则和标准。巴西、西班牙等

高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水平，有效防范非洲猪瘟传

已经消灭非洲猪瘟的国家都运用了区域化管理措

入，综合施行各项防控措施，提高区域内疫病防控

施，并取得了成功

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我国养猪行业根基，由点

区域化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到面逐步扩大非洲猪瘟无疫范围，逐步实现非洲猪

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标准，建成了一批无疫区和

瘟根除。

无疫小区 ，这为我国运用区域化理念防控非洲猪

1.2

瘟奠定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非洲猪瘟区域化防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非洲猪瘟防控，关系到产业健康发展、食品

[1-2]

。多年来，我国在动物疫病

[3]

2

非洲猪瘟区域化防控的实现形式

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

对非洲猪瘟分区防控、建设非洲猪瘟无疫区

多次强调要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地方各级人民

和非洲猪瘟无疫小区是运用区域化理念防控非洲

政府将生猪市场保供稳价作为主体责任进行落实。

猪瘟的不同实现形式。实施过程中，结合国家相

目前，我国仍以散户养猪为主，非洲猪瘟的传入对

关防控政策，要统筹协调防疫大区、省级行政区

该种养殖模式冲击巨大。当前非洲猪瘟传入传播渠

域以及养殖场（户）在非洲猪瘟防控中的作用，

道复杂，首先严重冲击养猪产业，导致生猪存栏量

将防疫大区纳入无疫区建设范畴，形成无疫小区、

下降、养殖户恐慌情绪蔓延、中小养殖场户补栏积

无疫省、无疫大区由点到面到片的区域化管理战

极性不高、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三农”工作基

略布局。

础受到严重损害，供需平衡面临严重威胁。

2.1

同时，部分地方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机构
改革后兽医部门相对弱化，普遍存在“缺人缺钱”

无疫小区既是短期策略中稳定局势、提振信

心的破题之举，也是长期策略中消灭非洲猪瘟的有
效之策

现象；部分生产者的防疫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恢复产能，稳定价格，提振信心，是当前非

养殖、屠宰、运输等环节滋生的疫病传播风险仍

洲猪瘟防控的首要目标，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做

较大，“早发现，早扑杀，早控制”的目标实现

好大中型规模化养殖场的生物安全防护，逐步稳定

大打折扣。这些不利因素的叠加，对于经济社会

和恢复产能是短期内达到上述目标的最有效方法。

发展水平不一、养猪业生产模式各异的地方企业，

众所周知，大型养殖企业隔离、清洗、消毒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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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配备较为齐全，生物安全管理措施更为完善，

观、微观三个层级，宏观方面，推进防疫大区向无

便于系统科学的设计针对自身情况的生物安全措

疫大区发展，可以发挥和放大统筹规划、调配资源、

施，是当前我国生猪产业的根基，稳定和振兴产业

督促实施的综合保障效应；中观层面，推动以省为

应从这些大型养殖企业入手。据调研，大中型养殖

主体的无疫区建设，能够提升兽医体系整体水平和

企业确实在非洲猪瘟防控中做得比较好，各自在非

防控水平，切实压缩非洲猪瘟流行空间；微观层面，

洲猪瘟防控中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设计了一系列

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无疫小区建设，能够有效提高

防范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并且有意愿通

生物安全防控水平，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从源头上

过无疫小区建设，继续规范和加强相关措施。部分

消灭非洲猪瘟。

企业具备了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小区的条件，可在标

2.5

准和规范发布之后组织建设。

三者互为补充，形成合力

2.2

无疫区是从长期策略上消灭非洲猪瘟的必由

之路，与无疫小区建设相辅相成

一是有条件的企业和省份率先启动非洲猪瘟
无疫小区和无疫区建设。二是各省和防疫大区要
制定相应的无疫区建设规划、实施计划和实施方

无疫区是综合区域内各项防控措施，提升机

案。防疫大区为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提供好的

构效能和防控能力，从面上防控非洲猪瘟的有效措

外部条件，无疫区和无疫小区为实现防疫大区无

施，通过非洲猪瘟无疫区建设，可以进一步压实地

疫提供可行路径，为实现大区内供需平衡提供解

方政府动物疫病防控的属地责任，有利于集合政府

决方案。三是国家层面应协调推进三区建设，从

各部门资源投入非洲猪瘟防控，同时为无疫小区建

点到面，点面结合，全面推动全国非洲猪瘟区域

设创造好的外部环境。虽然当前非洲猪瘟的流行情

化防控工作。

况和当前的生猪及产品调运现状，短期内建成非洲

3

有关思考

猪瘟无疫区难度较大，但从长远看，要消灭非洲猪

我国对动物疫病实施区域化管理已经有多年

瘟，在条件好的区域先建成无疫区，并不断巩固和

的实践经验，先后有广东、海南、辽宁、吉林、山

扩大无疫区域范围，最终实现防疫大区无疫和全国

东等 5 省的 6 个无疫区，以及福建圣农、山东民和、

无疫。

山东凤祥和河南华英等 4 个无疫小区通过了国家评

2.3

估验收。但面对当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要做好非

防疫大区是区域化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现防疫大区无疫是无疫区建设的升级版，

洲猪瘟区域化防控，还需要在政策引导、技术支持、

是进一步落实胡总理提出的以大区为单位防控非

宣传培训等多方面做好工作。

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重要措施。当前防控大

3.1

完善制度，统筹规划

区工作重点在产业布局，供销平衡和联防联控。

做好顶层设计，强化政府推动。进一步完善

从长远看，在防疫大区内实现疫病控制和产销平

非洲猪瘟区域化管理制度，明确非洲猪瘟区域化管

衡的基础上，鼓励区域内各省开展无疫区建设，

理的实现目标、路径、原则、保障等问题，引导和

逐渐实现防疫大区无疫，是分区防控非洲猪瘟防

推动各地开展相关工作。

控的长远目标。

3.2

2.4

三者建设理念一致，模式相似

出台标准，指导工作
针对我国非洲猪瘟防控特点，完善出台非洲

防疫大区、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理念都是

猪瘟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标准，鼓励有条件的省

区域化管理，防疫大区和无疫区建设主体是政府，

份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区建设，有条件的企业开展非

无疫小区建设主体是企业。三者分别属于宏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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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猪瘟无疫小区建设。进一步做好相关技术指导和
培训工作。做好宣传和信息交流，为非洲猪瘟区域

参考文献：
[1]

的 经 验 与 借 鉴 [J]. 中 国 兽 医 学 报，2016，36（7）：

化防控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3.3

配套机制，长效发展

1256-1258.
[2]

争取相关优惠政策或补贴。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机
制，切实体现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品牌和产品优势，
为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提供动力。

戈胜强，孙成友，吴晓东，等 . 西班牙非洲猪瘟根除
计划的经验与借鉴 [J]. 中国动物检疫，2019，36（3）：

协调相关部门，对接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
猪良种补贴、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等项目，

戈 胜 强， 徐 天 刚， 于 家 荣， 等 . 古 巴 非 洲 猪 瘟 根 除

59-62.
[3]

范钦磊，刘俊辉，张衍海，等 . 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
现状与动力机制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2018，35（6）：
48-51.

（责任编辑：孙荣钊）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