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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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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是面向社会提供检测等兽医服务的重要力量。调研发现，我国第三方兽医检测

行业已经有了明显发展，机构数量逐渐增加，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服务内容不断拓展，而且已经参与政府购买
服务，政府对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的监管也正在探索当中。同时，也发现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仍存在着数
量较少、缺乏准入门槛、监管薄弱、与政府部门之间工作衔接机制不顺畅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建章立制、
厘清职责以及加强实验室建设、指导和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议，为国内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的有序发展和规范
化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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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Zhai Haihua，Teng Xiangyan，Li Ang，Wang Yuanyuan，Jia Zhining，Wan Yuxiu，Li Chao，Li Weihua
（China Animal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Center，Qingdao，Shandong

266032，China）

Abstract ：Third-party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veterinary services
including testing.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ird-party veterinary testing industry had signiﬁcantly developed in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institutions，improved services and expanded service scope，and some of the services had been
purchased by the government，related supervision over such laboratories by government had also been explored and
developed. In view of some problems of third-party veterinary laboratories，such as small number，lack of access
threshold，weak supervision and impeded cooperation with ofﬁcial departments，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develop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ies，
providing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etc，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ird-party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Key words ：third-party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development status ；services purchased by the government ；problem
and advice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动兽医社会化服务的发

作的通知》，为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提供了保障。各

展。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是面向社会提供动物疫

地立足实际，积极探索，规范引导，使第三方兽医

病检测等兽医服务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在多个
文件中提出要鼓励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承担市
场、政府的检测等相关工作。2020 年初，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第三方兽医检测机
构等社会力量参与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和动物防疫工

检测实验室在动物疫病检测、监测等工作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成为畜牧兽医系统实验室的重要补充。
为了解我国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发展现状，对部
分省份的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发展情况开展了实
地调研，分析了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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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管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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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发展现状及成效

1.3

机构数量逐渐增加，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承担政府购买服务，成为有力技术补充
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作为畜牧兽医系统实

随着畜禽养殖业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和动物疫

验室的有益补充，可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病防控形势的变化，企业对实验室检测需求逐渐增

来承担部分公益性职能，有效解决基层疫病检测需

加。在社会需求的带动以及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

求大与检测能力不足的矛盾。一方面，为实验室能

地陆续有第三方检测机构进入兽医服务市场，且数

力弱的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如河南部分市县通过委

量逐渐增加。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的主要服务对

托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承担检测工作的方式，解

象包括养殖、兽药、饲料、生物制品等企业以及高

决由于没有完整实验室体系和充足专业人员，无法

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主要服务范围涵盖养

承担相应的检测任务的问题，由政府部门负责对相

殖、流通等环节。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可为养殖

应的检测网点进行采样并封存，第三方兽医检测实

企业提供动物疫病检测、抗体水平监测、健康评价、

验室负责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另一方面，可以

疫病诊断、药品质量评价、动物疫病净化、技术咨

协助开展监督抽检及疫病排查工作。如湖北省，为

询等全链条检测服务；为兽药、饲料、生物制品企

监督屠宰企业落实非洲猪瘟自检制度，要求各地兽

业提供产品效果评价检测，为使用其产品的广大养

医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和官方抽样检查，不具备

殖场（户）提供售后检测服务；承担动物产地检疫，

检测条件的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

特别是跨省调运时的产地检疫中需要提供实验室检

室协助抽检，还授权部分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开

测的业务。

展非洲猪瘟疫病排查工作。

1.2

1.4

服务内容不断拓展，各方需求得到满足

各地监管更加有效、规范

多数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能够致力于动物

受市场需求和国家支持政策的引导，第三方

疫病第三方检测业务，本着科学、公正、准确、高

兽医检测实验室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市场规模逐步

效的理念，为服务对象提供疫病检测诊断、免疫效

扩大，各地也在积极探索针对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

果评价等服务。在此基础上，部分实验室还通过拓

室的监管方式。一是实施备案登记管理。江西省农

宽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如

业农村厅要求省内从事动物病原微生物相关研究、

提供技术指导、开展养殖技术托管、组织各类兽医

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的兽医实验室必须到所在

继续教育、研发检测试剂等，不断提升兽医行业机

设区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包括第三方兽

构、队伍专业水平，提升国家动物防疫事业发展。

医检测实验室，如果在规定时限内未按要求登记备

如中科基因利用企业 APP、微信公众号平台等，

案的，须立即停止有关实验活动。二是开展能力评

开展在线远程教育和线下面授教育，培训类型包括

估，签订责任书。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组建兽医实验

职业兽医教育、兽医检验员职业教育、畜牧兽医就

室能力评估专家库，制定各级各类兽医实验室能力

业培训教育等。湖北中原牧康为服务对象提供养殖

评估细则，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评估考核标准参

场技术托管（全托或半托的企业管理），包括养殖

照地市级兽医实验室进行；新疆每年年初组织召开

场设计及建设、疫病防控与净化、疾病评估预警、

一次实验室生物安全座谈会，并签订生物安全管理

行情预测、防疫服务的整体打包、生物安全防控咨

责任书。三是定期检查，及时整改。河南、新疆每

询、环境监测及消毒服务、粪污废弃物处理、无害

年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年度、季度或节前专项检查、

化处理等。

督查；四是建章立制，规范管理。湖北省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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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起草《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管理实施细则（暂

户利益违背检测公正性，发现疫情不及时上报等情

行）》
《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形，会严重扰乱兽医行业市场秩序。另外，生物安

强化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管理。

全是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管理的重要环节，如果

2

监管不严，造成人兽共患病或烈性动物传染病泄露，

2.1

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数量仍偏少，检测能力参差不齐
从调研情况来看，由于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

将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因此，为加强和规范第
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管理，确保检测工作的客观公

室还属于新兴行业，调研省份中第三方兽医检测实

正、科学有序，亟需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

验室数量偏少，通过有关资质认定的高水平的则更

3

相关建议

少。且受检测试剂、检测流程不统一以及缺少标准

引入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可以更好地为畜

品等各个因素，各实验室检测能力、检测质量良莠

牧养殖业服务，增加执业兽医人员需求，促进执业

不齐。

兽医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同时也能为畜牧兽医系统

2.2

实验室补充检测力量，弥补不足。国家要坚持放活

缺少准入门槛，行业秩序不规范
当前第三方兽医实验室没有准入门槛，在选

与规范相结合，建立完善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相

址、布局、装修、试剂耗材、试验方法、人员设备

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规范市场、完善机制、加

配置等方面没有统一标准，动保、饲料企业的兽医

强监管，避免陷入“先无序发展，再治理整顿”的

实验室也在对外开展服务，对有资质认定兽医实验

怪圈。

室的规范运作存在冲击，尤其表现为价格竞争，有

3.1

失公平公正。
2.3

与政府部门工作衔接不顺畅

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支持引导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依法依规健

康发展，提高服务质量。一是研究制定第三方兽医

从调研情况看，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开展

检测实验室管理办法，探索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

的实验室服务内容与畜牧兽医系统实验室有一定交

资格审查或专项评估方法，明确建设标准、职能范

叉，有调研省份担心第三方检测服务一旦兴起，畜

围、行业监管等方面内容，建立准出和考核管理机

牧兽医系统实验室是否会受到冲击。此外，第三方

制，确保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与政府部门之间没有建立协调配合机制，相关工作

各项措施持续完善；二是制定政府购买第三方兽医

程序不明确，会影响相关工作进展。以 2019 年政

检测实验室服务标准，建立考核奖惩机制，提高服

府购买动物疫情监测项目为例，由于各部门工作衔

务水平和效率。

接、协调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

3.2

样、信息上报等方面便出现了问题。
2.4

缺少必要的监管措施

厘清职能，利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
要探索构建畜牧兽医系统实验室指导监督，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服务动物防疫工作的新模

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在我国还处于最初发

式。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划分政

展阶段，缺少相关管理经验，对其建设标准、资质

府主导的畜牧兽医系统实验室和市场主导的第三方

认定、服务项目、生物安全管理及参与政府购买服

兽医检测实验室职能，各有侧重、各尽其责，同时

务等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还没有相关监管措

又互相补充、互为促进。强化畜牧兽医系统实验室

施和考核办法。调研省份对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

公益性服务职能，强化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的市

检测数据真实性、应用等方面存在顾虑，如果出现

场化、社会化服务职能。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者主

检测结果管理不严格或恶意泄露疫病信息，偏袒客

体责任，不断拓宽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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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鼓励其参与养殖、屠宰、流通等动物及

室的业务指导，促进其能力建设。鼓励或要求第三

动物产品生产全链条动物防疫服务工作。在充分发

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参加兽医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

挥系统内兽医实验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第三方兽

门或有关权威机构协会组织的能力验证、测量考核

医检测实验室资源潜力，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引导

及畜牧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并对各

作用。

实验室的检验能力进行评级公示，不断提高其检测

3.3

能力。组织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参加兽医主管部

加强实验室内部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要督促加强实验室内部管理，提升实验室基

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生物安全管理培训、政策宣讲

础设施和队伍建设水平，使实验室能力水平稳步提

或座谈会，提高实验室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高。一是科学建设，配套完备，满足工作开展需要。

3.5

从事动物疫病检测的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须取得
相应资质后方可从事相应检测工作，实验室建设、
仪器设备配备、人员构成都要符合相关标准。二是
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
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实验室工作制度，生物安
全制度，化学试剂、仪器设备使用制度，标准化操
作流程，人员管理培训制度，疫情报告制度，无害
化处理制度等。三是加强质量控制。第三方兽医检
测实验室要依法办事，依法依规履行相应义务，公
平公正、诚实守信。为确保结果和数据的可靠性，
在承担任务时，应通过抽检分离、安排盲样检测、
加入质控样品等措施，提高公正性。
3.4

加强业务指导，促进能力提升
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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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管，规范行业秩序
一是组建专业监管队伍，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既要强调事前准入管理，又要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可采取过程检查、飞行检查等方式。要加大对
出具不真实数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对违反规
定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格处罚。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平台，及时曝光不诚信的行为，诚信信息向公众公
开，方便查询信用情况。二是规范检测结果发布，
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
病检测信息管理，规范检测结果通报和发布工作。
探索第三方兽医检测实验室与兽医主管部门建立信
息互联、共享机制，综合利用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检
测数据，为我国的动物疫病防控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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