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一起非洲猪瘟疫情的处置与体会
王复江
（中卫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与卫生监督中心，宁夏中卫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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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9 年 6 月 27 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生猪屠宰场报告发现 1 例 ASF 病例。疫情发生后，自治区、

市、沙坡头区有关部门分别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对此疫情开展应急处置。划定屠宰场和关联养猪场周边
3 km 为疫区，对其实施封锁；疫区设置临时检查消毒站点，安排人员巡查和值守；关闭生猪屠宰场和仔猪市场，
停止生猪流通和产地检疫出证。采取“拔点灭源”处置措施，扑杀疫点染疫、疑似染疫及易感动物，对病原可
能污染的场所、物品等进行消毒或无害化处理；同时加强疫区内生猪养殖场户生物安全管理和疫情排查监测。
生猪运输至掩埋场后对其进行电击扑杀并无害化处理。为加大疫情排查力度，着重对疫区、受威胁区开展疫情
排查，同时排查临近区域及有生猪贸易地区的疫情风险。在各部门的相互配合下，此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未发生疫情扩散。本次疫情处置提示，检测诊断要严谨、紧急流调要严密、疫情处置要严肃、疫情排查要严实。
本次疫情的处置经验对全国其他非洲猪瘟的应急处置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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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l of a Case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Ningxia and Relevant Experiences
Wang Fujiang
（Zhongwei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Control and Health Supervision Center，
Zhongwei，Ningxia

755000，China）

Abstract：On June 27，2019，a case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was reported in a pig slaughterhouse in
Shapotou District of Zhongwei City，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Immediately，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were
respectively organized by relev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autonomous region，city and district）to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The affected zones 3 km around the slaughterhouses and relevant farms were deﬁned and blocked，where
temporary inspection and disinfection stations were established and personnel was assigned to patrol and watch over；
the slaughterhouses and piglet markets were closed，movement of live pigs and issuing of certiﬁcates for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t the place of origin were stopped. Meanwhile，the disposal measures of“pulling out the disease and
eliminating its sources”were carried out，including culling the infected，likely suspected and susceptible animals
in the affected spot，the premises and materials that might be polluted by pathogens were disinfected or disposed
innocuously，and biosafety management and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were strengthened in swine farms/households
in the affected zones. Live pigs were transported to landﬁlls for killing by electric shock and bio-safety disposal was
done. The outbreak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and screened mainly in affected and threatened zones，as well as their
adjacent areas and regions where live pigs were traded. The outbreak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with no any spreading
under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all departments. In addition，it was indicated that，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outbreak，rigorous testing and diagnosis，strict emergency investigation，serious disposal of any outbreak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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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anteed. In conclusion，some guidance of ASF disposal was provided for other regions.
Key words：African swine fever；disease surveillance；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emergency disposal

非洲猪瘟（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

酸阳性。
溯源调查发现，2019 年 4—6 月间，该场东场

感染家猪或野猪所引起的一种高热、出血性烈性传
[1]

染病 。2019 年 6 月 27 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

区先后调入多批次无检疫证明生猪，未有效隔离，

一生猪屠宰场报告发现 1 例 ASF 病例。沙坡头区

与场内育肥猪分圈饲养，结合各流行病学关联点采

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疫区实施封锁，采

集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确定此次疫情由生猪调入

取“拔点灭源”处置措施，开展了扑杀、疫情排查、

导致病毒传入的可能性高。追踪调查发现，该养殖

风险控制等处置活动。经过 42 d 的封锁和风险监

场除 6 月 24 日向当地猪贩何某某出售 40 头肉猪外，

测评估，未发现新的病例和病原学阳性样品，随后

其余调出生猪均被拉运到当地两个屠宰场屠宰，屠

解除了疫区封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未发生疫情

宰的猪肉在当地“四季鲜”农贸市场鲍某某肉店销

扩散。本文梳理了此次疫情的相关处置措施，总结

售，并向其他肉店批发。对鲍某某肉店和周边肉店

了处置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以期为 ASF 防控提

及其批发肉店砧板、冷库、绞肉机、刀具、地面等

供参考。

处采样检测，结果均为 ASFV 核酸阴性；追踪调

1

查鲍某某出售给何某某 40 头肉猪，发现均在当地

疫情基本情况
2019 年 6 月 27 日，沙坡头区一生猪屠宰场在

另一生猪屠宰场屠宰。对该屠宰场及其所销售猪肉

检疫时发现 1 头猪脾脏轻微肿大呈深黑色、胃肠出

的市场、超市和肉店共 34 处店铺进行采样检测，

血，经检测确诊为 ASFV 核酸阳性，其余待宰生

结果均为 ASFV 核酸阴性。对疫区内 22 家养猪场

猪经抽样检测均为 ASFV 核酸阴性。追溯调查发现，

户采集血样和环境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均为 ASFV

该病例来源于当地鲍某某经营的养猪场。该养猪场

核酸阴性；对受威胁区内 253 家养猪场户采集猪血

共有东、西两个场区，均为租赁养殖。西场区是由

样和环境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均为 ASFV 核酸阴性；

蔬菜大棚改造的临时养猪场，存栏肉猪 82 头；东

对受威胁区外围采集猪血样和环境样品，检测结果

场区为老旧闲置猪场，于 2019 年 4 月开始养殖，

亦全部为 ASFV 核酸阴性。综合判定，本次疫情

存栏肉猪 176 头。6 月 25 日，鲍某某发现东场区

为一起单一疫点疫情，疫情扩散的可能性低。

有 1 头肉猪不食、呕吐。6 月 26 日中午，将这 1

2

头发病猪连同西场区 14 头肉猪一并拉运到屠宰场

2.1

疫情处置与风险控制
应急响应

待宰。6 月 27 日凌晨，检疫员宰后检疫发现这头

按照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

发病猪，经 ASF 试纸卡检测，发现为阳性，后送

案（2019 年版）》，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启动突发

宁夏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确诊为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发布疫区封锁令，对疫区

ASFV 核酸阳性。因鲍某某谎报该发病猪来自西场

实行封锁；成立由自治区、市、沙坡头区三级政府

区，在采集西场区同群猪血样、环境及车辆等样品

和有关部门领导联合组成的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

后扑杀全部生猪。6 月 28 日上午，疫情排查监测

小组，制定印发《中卫市非洲猪瘟Ⅲ级应急响应工

发现，东场区有 1 头皮肤发绀的濒死猪，同群数头

作方案》和《沙坡头区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置实施

猪呈现皮肤发绀、扎堆，剖检濒死猪见脾脏肿大、

方案》，实行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分级响应，有

肠系膜淋巴结严重出血，经检测确诊为 ASFV 核

力有序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关键是加强组织

25

领导，落实技术和保障措施。6 月 28 日，市防治

对疫病病原可能污染的所有场所、物品等进行彻底

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召开全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紧

清洗消毒或者予以无害化处理，将疫情控制在“疫

急会议，通报疫情，统筹安排部署全市防控工作，

点”上。基于实践经验，专家组依据 ASF 是一种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一把手”亲自抓，保障疫情

可以管理的动物疫病，直接接触是其主要传播方式

处置和防控所需物资、经费。自治区突发重大动物

的认知，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最

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派出专家组，协同毗邻沙坡

终建议政府采取“拔点灭源”的疫情处置措施，

头区的中宁县人民政府全面检查各项 ASF 防控措

彻底清除疫点，不留隐患，同时加强疫区内生猪养

施落实情况，督导隐患排查和落实薄弱环节治理。

殖场户生物安全管理和疫情排查监测，及时准确掌

2.2

握疫情发生发展情况。为防止过多人员接触染疫或

封锁疫区

[5]

此次疫情虽涉及屠宰场和养猪场两处疫点，

者疑似染疫生猪而带毒传播，扑杀疫点生猪时，没

但实为一起单一疫点疫情，便将屠宰场定为疫点，

有采取在疫点扑杀后运输到掩埋场无害化处理的方

养猪场为关联点。疫点和关联点周边同时向外延伸

法，而是采用装有防撒漏设施的生猪运输车辆，由

3 km 为疫区。疫区共设置 16 处动物防疫临时检查

少数贩猪人员将生猪装运到掩埋场后电击扑杀无害

消毒站点，每个站点派驻畜牧兽医、公安、城管、

化处理。拉运路线同时用洒水车辆喷洒消毒，对疫

镇村等人员 7 人，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纪律，实行

点可能传播疫情的相关物品或用具等，一律控制消

24 h 值守，做好检查、登记、消毒工作。成立巡查组，

毒或运至掩埋场处理。采取“拔点灭源”处置措施

负责封锁疫区巡查和卡点值守情况检查。疫区封锁

后，疫区其他养猪场户排查未发现异常，疫区和受

主要是通过控制染疫、疑似染疫动物及其产品、物

威胁区采样检测结果呈阴性，疫区和受威胁区出现

品或其他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物品的流通，防止疫

继发 ASF 疫点的风险较小。

[2]

情传播扩散 。封锁期间，关闭沙坡头区内生猪屠

2.4

疫情排查监测

宰场和仔猪市场，停止生猪流通和产地检疫出证，

虽然在后期疫情排查和疫源追溯、追踪中均未

停止补栏仔猪和种猪。加强养殖场所、主要交通道

再发现阳性样品和次生疫点，但 ASFV 传入源头

路及环境消毒。登记疫区养猪场户基本信息，安排

尚未查明，疫情传播风险隐患尚未消除。为此进一

专人监管，每天报告疫情排查监测和生猪变动等

步加大了疫情排查力度，着重对疫区、受威胁区开

情况；调查每个养猪场户近一月生猪购进、销售、

展排查，同时排查中卫市临近区域及与中卫市有生

发病死亡及饲料、原料采购等有关情况，汇总信息

猪贸易地区的疫情风险。疫情排查监测实行“双实

报专家组分析判断和流行病学调查。

名”签字确认制，即生猪饲养情况、健康状况、近

2.3

期发病死亡情况等，由畜主报告并实名签字确认；

扑杀
ASF 尚 无 疫 苗 预 防， 也 未 发 现 有 效 治 疗 药

[3]

[4]

临栏健康检查，由防疫员穿戴防护服全程采用执法

，扑杀是有效控制 ASF 的重要手段 。此起

记录仪或手机视频录像，排查人员共同实名签字确

疫情在确定扑杀范围上，专家组有两种不同意见：

认上报。疫情排查以村为单元，每个村由固定人员

一种是按照农业农村部《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

排查，不允许人员村村来回交叉排查。疫情排查监

案（2019 年版）》要求，扑杀疫区范围内全部生猪；

测与 ASF 防控科普宣传和落实生猪养殖防疫主体

另一种是基于风险评估，探索采取“拔点灭源”处

责任相结合，建立生猪养殖流通屠宰管理微信群，

置措施，达到有效控制疫情，即扑杀疫点的所有染

及时传送 ASF 防控政策规定、科普知识、管理措

疫、疑似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和其他易感动物，

施及疫情动态等信息，交流做法经验，回应群众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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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生猪全产业链环环相扣、

多闲置猪场、猪舍纷纷重新启用。而绝大部分小

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猪产业利

场、散户饲养管理粗放，养殖环节污染源处理不规

益共同体”，携手共同应对 ASF 疫情风险。

范，生物安全意识淡漠 。生猪贩运人员频繁接触

2.5

各类养猪场户、车辆和人员，传播疫病风险高，对

2.5.1

疫情风险控制
加强生猪运输车辆管理

此次疫情发生与

[7]

ASFV 扩散有直接影响 [8]。对此进一步加强生猪饲

生猪调运监管不严、车辆清洗消毒不规范密切相关。

养管理，压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和养猪场户防疫主

疫情发生前，沙坡头区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79 号公

体责任，以落实生物安全措施为重点，提高行业自

告要求，备案登记生猪运输车 62 辆。由于细化落

律意识和综合防范能力，严格防疫条件和防疫制度，

实生猪运输车辆条件尚无具体标准遵循，造成备案

适度规模养殖，规范生猪生产。定期排查偏远地区、

车辆过多、保障动物防疫的设施设备不标准、消毒

废旧场（厂）区、农村空房闲院等地方，防止突然

程序不规范。疫情发生后，对沙坡头区所有生猪运

养猪，或者不遵守“点对点”跨省调运生猪管理制

输车辆集中停放实施消毒，每天早、中、晚各消毒

度，私自调入无检疫合格证明生猪，甚至病猪，引

一次，连续消毒 3 d 后，统一防疫设施设备的装置

发新的疫情。

标准。规定 4.5 t 及以上车辆，侧、后面挡粪板不

2.5.3

得低于 40 cm，猪笼高度不得低于 90 cm，层间垫

将 ASF 各项防控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才能有效防

板不得使用木质等不易清洁消毒材料，可采用高强

止疫情发生 。鲍某某养殖场从周边地市多批次引

度铝塑板等强度大、耐腐蚀、易清洁消毒的材料。

进没有检疫证明生猪暂养屠宰，兼营生鲜猪肉批发

铝塑板上打孔防滑，便于清洗和下排猪尿液。加装

零售，生猪进场不经有效隔离，车辆不符合规定，

不锈钢等材质水箱，水箱中间纵向隔开，一半装清

未严格清洗消毒，此类行为是 ASFV 跨地区传播的

水冲洗消毒车辆或为生猪喷淋降温，另一半收集猪

重要途径

尿液。4.5 t 以下 1 t 以上车辆，笼层不得超过两层；

乏有效监督，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落实属地管理

1 t 以下车辆，原车加装护栏，但不许加层；防撒

责任存在薄弱环节。沙坡头区为宁夏生猪养殖重点

漏等设施设备参照 4.5 t 及以上车辆执行。生猪车

地区，要切实加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采取针

辆全部安装备案跟踪设备，实时在线监测。鼓励购

对性措施规范生猪及其产品跨地区调运，严格产地

买专用生猪运输车辆，取消不达标及养猪场中转生

检疫制度和生猪运输车辆管理制度，规范各类场所

猪用备案车辆。沙坡头区在镇罗镇和宣和镇鸿瑞肉

消毒程序。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厉

食品公司生猪屠宰场建设生猪运输车辆消毒站，制

打击未经检疫调运生猪及其产品、私屠滥宰等违法

定消毒程序，装运前统一在镇罗镇消毒站实施消毒，

违规行为，有效管控从养殖到屠宰全链条动物卫生

装运时由备案车辆或养殖场户实施消毒，屠宰场负

风险，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责进出本场生猪及其产品运载车辆清洗消毒。

2.5.4

2.5.2

加强养猪场生物安全管理

目前对 ASF 防

控，应站在救灾的高度，而生物安全条件的提升是
[6]

加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

要以细节为抓手，

[9]

[10]

。而当地政府和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缺

加强生猪屠宰管理

重点强化屠宰场第一

责任人意识，提高法律效力，正确引导其依法经
营，更好地保障动物产品安全

[11]

。本起疫情虽然

化解这场猪之灾难的基石 。当地养猪业比较发达，

在屠宰环节早发现和早报告，但当地落实农业农村

但多为小场、散户，中大型规模养猪场较少。特别

部 119 号公告，确保生猪屠宰环节“两项制度”不

是今年 3 月左右，受 ASF 疫情等综合因素影响，

力，屠宰场官方兽医配备不足，没有做到“同步检

国内猪肉价格上涨，当地生猪补栏积极性高涨，许

疫”；屠宰场主体责任缺失，存在生猪入场查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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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严、未如实准确及时记录“四本台账”、入场

题，由公安人员进一步询问，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

生猪数量与屠宰数量及销售数量不相符合、屠宰管

立案调查。同时，对于询问调查掌握的线索等，要

理制度空转、发病猪轻而易举上屠宰线、ASF 检测

及时进行现场勘察，不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和

不规范等诸多风险隐患。要切实加强生猪屠宰场清

环节，这不仅对疫源追溯和疫情追踪很重要，而且

理整治，整合资源，减少污染和浪费，严格执行生

对打击和震慑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生猪生产经营秩

猪屠宰环节“两项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规范“四

序也极为重要。

本台账”记录管理，落实屠宰检疫检验工作流程、

3.3

生物安全管理、清洗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措施。
3
3.1

体会
检测诊断要严谨
ASFV 检测要持以谨慎态度，由专门检测机构

疫情处置要严肃
疫情处置措施须做到及时、坚决、果断，要

综合实验室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等分析确定扑
杀范围。这起疫情采取“拔点灭源”处置措施，由
于鲍某某养殖场基础设施条件差，几乎无有效生物

逐级检测确诊。这起疫情是当日凌晨 4 时左右由监

安全措施，且饲养人员在东、西场区来回作业，用具、

督检查人员发现，检疫人员判定为猪瘟，并加盖销

饲料等交互使用，疫病传播风险高。因此对鲍某某

毁验讫印章，但未怀疑 ASF。随指导采用 ASF 试

东、西养猪场全群生猪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参加扑

纸卡现场检测，3 份检测卡均呈阳性；随后用该生

杀、无害化处理人员和负责实验室监测、流行病学

猪屠宰场荧光 PCR 仪进行了 2 次检测，结果均为

调查人员分开进行，不得交叉，防止人为带毒传播。

阴性。慎重起见，采集发病猪脾脏及肠系膜淋巴结

参加疫区调查监测人员，每一小组只进入一家养猪

样品送宁夏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为 ASFV

场户，一次全部完成既定任务，防止人员串场增加

核酸阳性。之后宁夏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

疫病传播风险。采取“拔点灭源”疫情处置措施后，

检测人员，对该屠宰场荧光 PCR 仪和诊断试剂进

与鲍某某养殖场相距不足 800 m 一家种猪场和其他

行了检测比对验证，确认该屠宰场采购的非洲猪瘟

猪场都未发现任何异常。对早期 ASF 疫情，采取“拔

诊断试剂不合格。可见，对早期 ASF 检测诊断要

点灭源”处置措施，亦可有效控制。

更加慎重，不能轻易排除。同时加强生猪屠宰场检

3.4

疫情排查要严实

测管理，购买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ASF 检测诊断试

ASF 疫情排查监测要认真组织开展，及时掌

剂，开展检测人员培训，提高自检能力，防止误诊

握可能的风险，尽早消除隐患，防止疫情发生。这

漏诊，延误疫情处置，甚至导致疫情传播扩散，造

起疫情反映出当地在生猪生产管理、ASF 疫情日

成更大损失。

常排查监测以及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

3.2

和薄弱环节，致使疫情风险隐患不能及时发现、有

紧急流调要严密
调查前要针对性设计调查问卷，并在一开始

效防范；畜禽免疫标识管理和产地检疫管理不规

就需要和公安部门人员协同配合，这样可避免走“弯

范，源头管控动物疫病作用弱化。对此，自治区、

路”，及时掌握实情。这起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由宁

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组成五个核查组，对沙坡头区

夏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主持开展，调查问卷

所有乡镇养猪场户监管、产地检疫、生猪运输车辆

设计周密，内容基本涵盖了所有关键点。在公安介

管理等进行全面检查指导，对“既贩又养”人员所

入询问环节，先通过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对被询问

属猪场以及其他风险隐患较大猪场临栏检查、采样，

人进行耐心细致地沟通，引导其消除思想顾虑后再

由中卫市兽医实验室检测，检测样品 1 601 份，为

询问调查。对当事人闪烁其词，故意回避的重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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