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图们江区域非洲猪瘟防控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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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边境区域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是决定能否阻断境外动物疫病传入的关键。本文对图们江区域的生猪养

殖生物安全水平、防疫主体意识、生猪管理、流通调运和屠宰环节的情况及防控措施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养殖
环节生物安全条件差、流通环节疫病传播风险高、屠宰环节消毒自检水平低以及人员力量不足等防控难点。这
提示应着力提升养猪场户生物安全水平，严格监管生猪调运、强化运输车辆管控，加强屠宰环节监管，强化防
疫队伍建设、健全防疫设施，以期为边境地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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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ther the introduction of transboundary animal diseases could be blocked depended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uch diseases in border areas. In this paper，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in Tumen River region were analyzed，such as bio-safety level of pig farms，stakeholders'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management，distribution，transportation and slaughtering for live pigs，and the difficulties for disease control
were pointed out，including the poor bio-safety condition in pig production，high spread risk of diseases in market
and circulation link，low self-inspection level in slaughtering link and the insufficient personnel，etc.，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such as，improving the bio-safety level of farms/households；strictly supervising
transportation for live pigs and controlling transportation vehicles；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ver slaughtering；
enhancing construction of teams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and perfecting relevant facilities，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in border areas.
Key words：African swine fever；border areas；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slaughtering；teams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
（ASFV）
感染家猪、
[1]

[2]

类动物疫病 。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严重影响了

野猪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 ，

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畜产品安全和公共

OIE 将其列为须通报的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

卫生安全 。非洲猪瘟病毒传播途径复杂，病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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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中的清除难度大，缺乏有效疫苗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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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了疫情预防难度。众多因素提示非洲猪瘟的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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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是长期艰巨的工作

[4-5]

。

区内所有餐厨剩余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能力，泔水

图们江区域主要位于吉林省东部中朝边境，

流向养殖环节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从生猪价格上看，

与朝鲜、俄罗斯接壤，边境线总长 768.5 km，地处

近期图们江区域生猪价格达到 10 元 /kg，仔猪价格

长白山区地形地貌，有“八山一水半草半分田”之

也有大幅提高，部分养殖场户，尤其是靠外购仔猪

称。区域内生猪养殖量约 30 万头，对猪肉及其产

饲养育肥的养殖场户，在利润的驱动下存在重新用

品的消费大于产能。图们江区域是长吉图地区开放

泔水饲喂生猪的可能。

开发的前沿窗口，对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1.1.4

具有战略意义，图们江区域的发展有利于密切我国

猪”“林下猪”等养殖方式是图们江区域特色养殖

与周边邻国的经贸关系，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合

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们江区域多毗邻俄、朝两国，

作领域，实现兴边富民，构建和谐边疆，因此做

其又都是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国，特殊的地理位置，

好图们江区域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意义重大。本文

加之野猪活动半径大且频繁等特性，放养的养殖方

对图们江区域非洲猪瘟防控难点进行了分析，并

式无疑加大了疫病传播风险，增加了防控难度。

提出了防控对策，以期为边境地区非洲猪瘟疫情

1.2

防控提供借鉴。

1.2.1

1

消区分离，生猪长途调运普遍存在，运输车辆、生

非洲猪瘟防控难点

1.1
1.1.1

养殖环节

放养方式存在疫病传播风险

“跑山

流通环节
生猪及其产品的长距离调运

主产区与主

猪经纪人进场入区现象常有发生。从全国已发生非

规模化养殖程度低，生物安全条件差

图

洲猪瘟疫情情况看，人员或车辆带毒传入是引发疫
[4]

们江边境区域多为山区，生猪养殖规模以中小养殖

情的重要原因 。

场户为主，生猪存栏 500 头以下的养殖场户数占比

1.2.2

达 95% 以上，中小养殖户及散养户普遍不具备规

品牌数十个来源地的猪肉及其产品在超市、农贸

范的生物安全措施和防疫条件，即便防疫条件较好

市场等大量人流地销售，一旦猪肉或其产品带有

的大型养殖场以往在防控猪传染病时，也主要是基

非洲猪瘟病毒，随着大量产品和人员的大范围流

于免疫的综合防控措施。对缺乏有效疫苗的非洲猪

动，可能造成大面积污染，甚至传入养殖环节。

瘟防控来说，养殖场的生物安全条件和防控能力明

目前，已有在生鲜肉和食品中检测出非洲猪瘟核

显不足。

酸阳性的报道

1.1.2

养殖场户主体防疫意识薄弱

中小养殖场

户及散养户防疫意识薄弱，缺乏管理经验，在人员、

1.3

猪肉及其产品销售

[9-10]

图们江区域现有多种

。

屠宰环节
屠宰环节是从业人员、运输车辆、生猪及其

车辆、饲料、生猪管理上存在明显管理漏洞，买卖

产品的集散地，是非洲猪瘟病毒的扩散地，更是做

生猪时允许经纪人和运输车辆进场，消毒制度不完

好防控非洲猪瘟的重要环节

善；养殖设施设备落后，卫生条件差，猪群整体健

疫监管，屠宰厂设施设备陈旧，防疫条件差，生物

康状况不好；细菌性疫病常发，猪群机体抵抗力较

安全防范水平低等多方面因素都是导致屠宰环节传

差，存在疫病防控隐患。

播非洲猪瘟病毒的风险隐患。非洲猪瘟病毒具有较

1.1.3

存在重新饲喂餐厨剩余物的隐患

[10]

。私屠滥宰逃避检

根据流

强存活能力的特性，屠宰厂一旦有非洲猪瘟病毒传

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饲喂泔水是引发非洲猪瘟疫

入，可导致屠宰厂长期储毒、带毒，在食品中有检

情的主要原因之一

[6-8]

。从图们江区域对餐厨剩余

物无害化处理能力看，目前大部分地区不具备将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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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也反映出屠宰环节

生物安全制度不完善，清洗消毒设施不健全，措施

落实不到位，检测结果不稳定、不准确等问题，做

物安全制度，严防非洲猪瘟病毒传入养殖环节。

好屠宰环节防控，是防止发生次生疫情的关键。

2.2

1.4

管控

人员、设施设备严重不足

1.4.1

图们江区域动物防疫部门

完善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对调入和调出

不仅要承担着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更要做

的生猪实行提前申报措施，对申报调入或调出的生

好境外动物疫病的防堵阻断工作。由于区域多为山

猪采取隔离观察，临床观察无异常的按批次进行

区，养殖分布分散，在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

PCR 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的批准调入或调出。强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员。图们江区域有 75% 的县（市）

化对猪肉产品的监管，加大对猪肉及其产品的抽样

防疫人员在 10 人以下，有 86.36% 的乡镇防疫人

检测频率和范围，抽检范围应覆盖屠宰厂、超市、

员在 5 人以下，有 18% 的乡镇为 1 人，人员数量

农贸市场、冷鲜肉店、冷库、饭店、食堂等关键点。

明显不足。防疫人员年龄多集中在 36 岁以上，村

对调入生猪及其产品实行全程监管，严防未经申报、

级防疫员在 36 岁以上的比例高达 90.62%，受职称

检测检疫的生猪及其产品流入，杜绝私自改变调入

比例限制，很多基层防疫人员没有机会聘任高级职

生猪用途现象发生，严厉打击销售猪肉及其产品与

称，乡镇防疫人员高级职称比例仅占 12%，薪资

检疫票据不符的违法行为。对运输生猪及其产品的

待遇差导致专业人才缺失，目前基层兽医人员力量

车辆采取备案制度，确保运输车辆清洗消毒彻底，

已无法满足开展大量的流调、监测、采样和境外疫

动员养殖场户、屠宰厂、消费群众、新闻媒体、市

病防堵工作的需要。

场监管和交通部门共同监督，对没有清洗消毒记录

1.4.2

人员力量不足

严格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强化运输车辆

设施设备配置落后

非洲猪瘟防控上有部

和抽检不合格的车辆采取取消备案、强制停运等措

分县市得到了投入，但远远不够，大部分区域检测

施，防止因运输车辆流动而造成病毒扩散。

设备、防疫设施、交通工具缺失老化现象严重（表

2.3

1），是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严重短板。
2

进一步完善生猪屠宰定点规划，优化布局、

对策思考

2.1

加强屠宰环节监管

科学布点。强化对屠宰企业的监管，指导屠宰企业

提升养猪场户生物安全水平

建立完善清洗消毒、出入场检测、溯源追踪制度。

加快转变养殖模式，提高规模化养殖比率，

强化屠宰企业人员、车辆、生猪、肉品、物流等方

深入推进规范化养殖，强化宣传、培训、指导、监

面管理。提高屠宰企业非洲猪瘟 PCR 检测技术，

管等系列措施，落实养殖场户主体防疫意识。加强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发现

餐厨剩余物全链条监管，坚决防止餐厨剩余物流入

问题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依

养殖环节。禁止生猪放养，防范生猪与野猪接触，

规严肃处理，严厉打击私屠乱宰违发行为。对屠宰

坚决杜绝家猪、野猪之间互相传播非洲猪瘟。指导

企业开展风险排查和风险评估工作，及时发现、化

养殖场户强化防疫条件，从严、从实做好人员、车

解风险隐患，严防病毒扩散蔓延。

辆、生产、销售、饲料等各环节管理，提升生物安

2.4

全水平。指导养殖场户建立不单依靠免疫措施的生
表1
项目
县（市）数 / 个
占比 /%

强化防疫队伍建设，健全防疫设施
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与防疫队伍强弱直接相关，

图们江区域县市设备设施配置情况

已对实验室升级改造

有整套的病原学检测设备

需要更新或补充设备设施

乡镇站配有交通工具

3

3

6

0

37.5

37.5

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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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动物疫病防控人员数量，确保各基层站不少于
5 人，提升防疫人员待遇，保障流行病学调查、采样、
防疫等工作经费，加大边境地区动物防疫人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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