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执业兽医考试现状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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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昆明市通过加强考务工作，积极宣传动员，建立长效机制等举措，近年来执业兽医考试工作成效显

著，2010—2018 年昆明市执业兽医累计报考 4 819 人，其中（助理）执业兽医师共考取通过 1 222 人。通过
对 2010—2018 年的考试情况分析发现：昆明市报考人数逐年上升，学历水平不断提升；报考人员职业以动物
诊疗机构、学生、非兽医从业人员为主；报考人员通过率以科研教育人员、诊疗机构、学生等居前列。上述情
况提示，今后应进一步优化执业兽医注册备案管理，强化行业对执业兽医的重视与认可，完善执业兽医考试和
继续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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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 and Management Status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in Kunming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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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 qualiﬁcation examination in Kunming City，
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relevant policies，some measures were carried out，including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examination-related affairs，promoting awareness of the public，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effective system. As a consequence，some remarkable results had been achieved in recent years. Speciﬁcally，1 222 out
of 4 819 candidates had passed the examination and registered as licensed or assistant veterinarians from 2010 to 2018.
As it was analyzed that，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as well as their educational levels；the
candidates were mainly as follows：employees from animal clinics，students and non-veterinary practitioners；and the
candidates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 mainly included scientiﬁc research educators，practitioners of animal clinics and
students. In view of the above status，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management and registration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s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more focus and recognition for th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licensed veterinarian
qualiﬁcation examin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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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是考核兽医从业人员

1

从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和职业道德的

1.1

报名情况分析
报考人员情况

一种准入考试。实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既

从报考情况来看，昆明市执业兽医报考人数

是与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接轨的通行做法，也是

逐年上升，报名人数由 2010 年的 529 人增至 2018

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和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

年的 780 人，较 2010 年增长 47.4%；大专以上学

[1]

必然要求 。云南省昆明市高度重视执业兽医资格

历报考人员由 2010 年的 470 人升至 2018 年的 778

考试，自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来，

人，增幅达 65.5%；大专以上学历报考比例由 2010

昆明市 2010—2018 年连续组织承办了云南省执业

年 88.9% 升至 2018 年的 99.8%（表 1）。这表明：

兽医资格考试工作，考试安全顺利，未发生失泄密、

经过国家近 10 年的大力宣传、引导，及对动物诊

大面积舞弊、重大突发等事件。目前，昆明市参加

疗机构管理日益规范，执业兽医制度建设和行业认

考试人数逐年上升，2010—2018 年累计参加考试

可度不断提高，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书成为了行业

4 819 人，累计考取执业兽医师 689 人、助理执业

入门的“敲门砖”。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已成为评价

兽医师 533 人，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对

专业能力和就业的重要依据，从业人员报名参加执

昆明市执业兽医考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

业兽医资格考试积极性不断提高。执业兽医资格考

以期进一步完善执业兽医制度建设，为有效推动全

试对考生的学历要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兽医从业

市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表1

2010—2018 年昆明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报考人员学历统计

单位 ：个（%）

年度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职称

合计

2010

254（48.02）

187（35.35）

29（5.48）

0

59（11.15）

529

2011

159（43.56）

178（48.77）

20（5.48）

1（0.27）

7（1.92）

365

2012

208（54.45）

153（40.05）

17（4.45）

0

4（1.05）

382

2013

203（54.57）

150（40.32）

15（4.03）

1（0.27）

3（0.81）

372

2014

286（56.52）

194（38.34）

21（4.15）

2（0.4）

3（0.59）

506

2015

326（58.21）

207（36.96）

15（2.68）

6（1.07）

6（1.07）

560

2016

378（60.97）

223（35.97）

15（2.42）

1（0.16）

3（0.48）

620

2017

408（57.87）

271（38.44）

22（3.12）

0

4（0.57）

705

2018

477（61.15）

287（36.79）

14（1.80）

0

2（0.26）

780

注 ：括号内数据为占比。

1.2

报考人员从业构成

业类别的变化可看出，城市动物诊疗行业的快速

从 报 考 人 员 职 业 类 别 看， 兽 医、 水 产 机

发展，带动了社会对兽医人才的需求，也激发了

构 报 考 人 数 占 比 由 2010 年 37.2% 降 至 2018 年

相关人员学习兽医知识、提升从业技能、推动行

11.0%。2018 年，动物诊疗机构、在校学生、其他

业发展的热情和动能，形成了学生爱兽医、从业

类别从业人员报考人数及报考比例均较 2010 年翻

者加强学习，非从业者积极参与的良好学习氛围。

倍，这 3 类报考人员占比达 70%，其中学生报考

执业兽医制度及其规范化建设，提高行业从业门

比例由 2010 年 5.5% 升至 2018 年 21.4%，报考人

槛，规范了行业发展秩序，把动物诊疗行业从价

数接近于动物诊疗机构报考人员（表 2）。相较乡

格竞争转向专业技术、服务质量的竞争，加快兽

村基层兽医，城市动物诊疗行业工作环境、人员

医卫生事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

[2]

待遇、技能要求都有明显提升 。从报考人员职

动物诊疗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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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0—2018 年昆明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报考人员职业类别统计

单位 ：个（%）

年度

兽医、水产机构

诊疗机构

动物饲养场

兽药生产经营

学生

科研教育

其他

2010

197（37.24）

70（13.23）

67（12.67）

58（10.96）

29（5.48）

37（6.99）

71（13.42）

2011

46（12.60）

77（21.10）

44（12.05）

41（11.23）

63（17.26）

38（10.41）

56（15.34）

2012

53（13.87）

79（20.68）

38（9.95）

44（11.52）

90（23.56）

28（7.33）

50（13.09）

2013

39（10.48）

89（23.92）

30（8.06）

30（8.06）

109（29.30）

21（5.65）

54（14.52）

2014

61（12.06）

99（19.57）

52（10.28）

46（9.09）

132（26.09）

23（4.55）

93（18.38）

2015

76（13.57）

149（26.61）

58（10.36）

52（9.29）

90（16.07）

26（4.64）

109（19.46）

2016

79（12.74）

176（28.39）

71（11.45）

47（7.58）

85（13.71）

29（4.68）

133（21.45）

2017

102（14.47）

197（27.94）

69（9.80）

57（8.09）

90（12.77）

23（3.26）

167（23.69）

2018

86（11.03）

201（25.77）

80（10.26）

49（6.30）

167（21.41）

19（2.44）

178（22.82）

注 ：括号内数据为占比。

1.3

考生职业与通过率

一是把试卷保密工作视为考务工作生命线。

从报考人员职业类别与通过率看，科研教育人

严格保密室的试卷保管、交接、存放工作，强化

员考试通过率最高（36.48%），其次为诊疗机构从

应急演练和考前操作演练，严防因操作不规范泄

业人员、在校学生（表 3）。这表明，科研教育人

题事件发生。二是把规范考风考纪作为评价考务

员理论功底扎实，常年从事相关教育研究，对专业

工作质量的核心。按照“人防”与“技防”相结合、

的掌握具有一定优势。在校学生重视执业兽医的发

以“人防”为主的原则，严查违纪作弊，严肃处

展前景，学习时间充足，知识体系全面。动物诊疗

理违规违纪行为。

机构从业人员对执业兽医考试认可和重视，其常年

2.2

积极宣传动员

从事动物诊疗，重视继续学习水平的提高。但动物

严格动物诊疗行业从业准入、执业管理，全

诊疗机构也反映，持有执业兽医资格证书学生群体，

面加强重点区域执业兽医持证上岗管理和执业兽医

临床实操技能不足，这也反映出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注册备案工作，加强执业兽医管理和制度建设。大

对临床操作技能考察不足。

力宣传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相关制度要求，形成了广

表3

2010—2018 年昆明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合格人员职业类别统计
参考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

739

162

21.92

1137

366

32.19

动物饲养场

509

79

15.52

兽药生产经营

424

68

16.04

学生

855

271

31.70

科研教育

244

89

36.48

其他

911

187

20.53

项目
兽医 / 水产工作机构
诊疗机构

泛关注，积极应考的氛围。
2.3

建立长效机制
2014 年，在昆明学院“定点考场”，安排专

项工作经费用于昆明学院考场视频监控设施建设，
着力提升昆明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务管理水平。
切实做到了考场固定、考务人员稳定、监考人员稳
定，保障了全市考务工作质量。
3
3.1

有关思考
进一步优化执业兽医注册备案管理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动

2
2.1

昆明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组织实施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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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考务工作

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实验动物饲育单位、兽
药生产企业、动物园等单位聘用的取得执业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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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书的兽医人

和承接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动物重大疫病防控防

员，可以凭聘用合同申请兽医执业注册或者备案，

治辅助、屠宰场点肉品品质检验、畜禽交易市场

但不得对外开展兽医执业活动。”当前国家大力

环境消毒、畜禽良种推广、畜禽保险现场勘验等

推行兽医社会化服务模式，大型兽药、饲料生产

公共性专业兽医服务。出台鼓励兽医、水产机构

企业、经营企业在参与兽医社会化服务方面具有

人员参加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激励机制，构建学

一定优势，当前逐渐扁平化的生产销售模式下，

习型兽医队伍。

相关企业依托兽医服务带动兽药饲料销售，甚至

3.3

整合自身养殖、繁育、生产、防疫、销售能力，
向养殖企业提供一整套技术服务的模式已经逐步
形成。这种模式需要企业跨县区向多个养殖场派
驻兽医技术人员，提供对外兽医诊疗服务，开具
执业兽医处方，政策执行上存在困难，需要在执
业兽医注册备案管理方面作出适当调整，适应执

在执业兽医考试和考后管理方面，还存在完
善空间，如助理执业兽医师岗位需求不足；部分
持证人员临床操作能力弱等；管理部门参与继续
教育工作不充分。建议优化执业兽医考试制度，
加大对参考人员临床操作技能的考察，进一步明
确诊疗机构对助理人员岗位配备和管理部门组织

业兽医多点执业需求。
3.2

进一步完善执业兽医考试和学习制度

强化全行业对执业兽医的重视与认可
当前全社会对执业兽医重视和认可程度不够

高，执业兽医制度覆盖不足，执业兽医在社会公
[3]

开展继续教育、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培训方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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