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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实践中的困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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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是实施执业兽医监管的规章依据，但在实施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执业助理兽医师的

法律适用不清、动物诊疗辅助活动定义不明、执业兽医注销管理不完善以及部分罚则难以满足执法需要等问题
存在困惑，制约了基层依法行政的能力。本文对执业活动管理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判，从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等层面提出厘清执业助理兽医师的定位、增加相关罚则、推进信息化管理、放开执业兽医多点执业等思考建议，
以期为决策部门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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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censed veterinarians are supervised by veterinary authorities and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s，but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usually encountered in practice，such as unclear role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s，undeﬁned law application of assistant
veterinarians，blurred definition of supporting activities of anim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imperfect manage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record，poor scope of practices registered in licensed certificate，incomplete procedures for
cancellation，improper registration system，inadequate penalty，understanding deviation of illegal income，lack of
corresponding penalties for non-standard use of prescription and limited activities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s. Therefor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deﬁning the role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s，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record，increasing the authority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s to allow them to work in more than one
premise and adding relevant penalties，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uthorities to identify and solve relevant
problems.
Key words ：licensed veterinarians ；law enforcement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registration ；
informatization ；anim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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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兽医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

个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随着依法治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来，共约 11 万人通过全

国理念的深入贯彻及动物诊疗行业蓬勃发展，《办

国执业兽医考试取得了执业兽医资格，为规范兽医

法》在执法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定问题，笔者在

执业行为，提升国家兽医服务水平，保障兽医“四

查阅、调研的基础上，对执业兽医定位、执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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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管理以及部分罚则难以满足执法需要存在一些
困惑，同时对执业活动管理进行了思考，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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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对策。

执业兽医与执业机构之间存在纠纷，执业机构不出

1

具同意执业兽医注销的证明；执业机构已注销动物

1.1

执法实践中的问题
执业助理兽医师的法律适用不清
《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取得执业兽医师

诊疗许可证或已停业并不再继续经营，但不办理执
业兽医的注销手续。

资格证书，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

这提示应由有关部门出台相关规定，统一标

申请兽医执业注册；取得执业助理兽医师资格证

准，以便于执行。从尊重执业兽医本人意愿和注册

书，从事动物诊疗辅助活动的，应当向注册机关备

机关权力角度出发，将以下内容纳入办理注销注册

案；”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执业兽医在

情形：（1）依本人意愿主动申请的；（2）所在执

执业活动中按照技术操作规范从事动物诊疗和动物

业机构已注销动物诊疗许可证或有证据表明执业机

诊疗辅助活动。”根据文义表明执业助理兽医师可

构已停业并不再继续经营的，注册机关可收回、注

从事动物诊疗辅助活动。《办法》第二条规定，“在

销兽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动物诊疗和动物保健活动

1.4

的兽医人员适用本办法。”动物诊疗活动不包括诊

1.4.1

疗辅助活动，那么从事动物诊疗辅助活动的执业助

办政函﹝ 2010 ﹞ 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理兽医师就不适用本办法，这显然违背了立法初衷。

防疫法》（以下称《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

罚则难以满足执法需要
违法所得认定

根据农业农村部函复（农

上述内容提示应从顶层设计厘清执业助理兽

八十二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动物防

医师的定位，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动物

疫法》规定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

诊疗、动物诊疗辅助活动和动物保健活动的兽医人

执法人员对执业兽医的违法所得认定有不同理解：

员适用本办法。

一是通过处方、化验单等收费认定全部收入；二是

1.2

个人违法所得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工资、提成等来

动物诊疗辅助活动定义不明
动物诊疗过程中，打针、输液、住院护理等

认定，处方、化验单等是医院的总收入，不能算是

此类操作行为是否属于动物诊疗辅助活动。如果属

执业兽医的违法所得。如执业兽医开具处方但未拿

于，意味着从事这类行为的人员须取得助理兽医师

到工资的情形下，用动物医院取得的全部收入认定

执业证书；如果不属于，对于从事这类操作的人员

为执业兽医的违法所得，情理上并不合理。笔者认

存有监管空白。

为，为避免不同执法机关因对“违法所得”理解上

建议明确动物诊疗辅助活动的定义，并对从

的偏差，造成对同一种违法行为采用不同处罚标准，

事打针、输液、住院护理等行为的定义以及相关人

应在修改法规时从实际出发，明确界定个人与受聘

员的管理进行明确规定。

动物诊疗机构的责任与违法所得，且应当对动物诊

1.3

疗机构聘用未经注册的人员（执业兽医和非执业兽

执业兽医注销管理不完善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列举了收回、

医）这种违法行为设置罚则。

注销兽医师（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形，但未

1.4.2

不规范使用处方笺的罚则

《兽医处方格

明确规定注销执业证书的流程。当前各地标准不一

式及应用规范》对处方笺格式、内容及书写要求进

或者无相关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且对于收回、注

行了详细规定。处方笺格式（规格和样式）、内容

销执业证书后能否再注册、如何再注册并无相关说

是对处方笺的规范，处方书写要求则是对使用处方

明。此外，在实际工作中曾遇到 2 种情形，均导致

笺的规范。使用不规范处方笺的违法行为，可以按

执业兽医因无法办理注销手续而无法再注册从业：

照《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执业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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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罚。不规范使用处方笺的违法行为，目前只

权限，兽医主管部门有修改权限，监督机构有查看

有未在处方笺签名这类违法行为，可以按照《办法》

权限，方便监管；四是实行注册内容公开制和查询

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执业兽医进行处罚，

制，通过提供执业兽医注册信息查询服务，既加强

而对于其他规范书写要求如未填写临床诊断情况、

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又便于社会公众自

未书写兽药规格、数量、用法、用量及休药期等行

主选择动物诊疗服务。

为并无相应的罚则。建议增加执业兽医师不规范使

2.2

用处方笺的罚则。

水平

1.4.3

执业助理兽医师开具处方的罚则

放开执业兽医多点执业，提升动物诊疗整体

执法人

在人才、资源、信息共享的大环境下，卫生

员对执业助理兽医师开具处方的违法行为，能否按

健康领域已全面放开医师多点执业。执业兽医的流

照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超出注册机关核定

动性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其流动也能促进整体动

的执业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进行处罚产生争

物诊疗水平的提升。

议。目前，注册机关核定的执业范围只有动物诊疗

建议：一是明确多点执业的资格条件，按照《办

和水生动物疫病诊疗，对于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

法》规定注册取得兽医师执业证，就可以申请开展

兽医师未作区分，由此建议执业证书上登记的执业

多点执业，其注册的机构为其第一执业机构，增加

范围与后续的罚则相联系，便于实际操作。执业证

备案的机构依次为第二、第三执业机构。二是对拟

书上的登记事项应区分执业兽医师和执业助理兽医

增加的执业机构进行备案管理，简化备案程序。三

师执业范围，包括动物诊疗、动物诊疗辅助以及水

是细化多点执业备案变更与注销手续，申请取消多

生动物诊疗、水生动物诊疗辅助。

点执业地点的兽医师，应当到原备案机关申请取消

2

该执业地点，需明确提交材料；兽医师变更已注册

执业活动管理的思考

2.1 推进执业兽医信息化管理，构建高效管理模式

的第一执业机构的，应当按照《办法》规定重新办

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

理注册，变更后其多点执业备案同时失效。变更后

亟需推进执业兽医信息化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精

需要继续开展多点执业的，应当重新申请多点执业。

简申报材料，缩短办理时间，优化注册流程，有效

四是明确监督管理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

提高行政审批办理效率。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兽医师多点执业的监

信息共享和大数据应用成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

督工作。多点执业的兽医师在动物诊疗活动中发生

要手段，在注册过程中收集、整理和分析各种数据，

违法行为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所在的动物卫生监

有利于构建执业兽医执业全过程、动态化和高效能

督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依法惩处。

的管理模式，提高兽医医疗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

2.3

建议完善执业兽医管理信息系统，推进电子

开放执业助理兽医师权限，促进人才向乡村

流动

化注册管理改革，开通网上申报，进行线上线下并

实行执业兽医制度是养殖业健康发展和转型

行审批。一是改进原有注册模式，采用网上“一站

升级的必然要求。《办法》对配备执业兽医的规定

式”服务，方便办理注册、变更、注销等，精简办

主要集中在宠物诊疗方面，仅要求饲养场、养殖小

理注册所提交的材料；二是完善执业兽医管理信息

区配备执业兽医或乡村兽医服务人员，但未明确应

系统，将执业兽医信息与执业机构名录进行对接，

当配备执业兽医的具体岗位和人员比例，大部分饲

执业兽医通过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提交申请，拟执业

养场所配备的兽医力量薄弱 。规模化养殖场聘用

机构接收确认，注册机关备案；三是适当放开管理

1 名或数名执业兽医全面驻场，但不能对外开展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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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执业活动，而乡村地区的养殖场户，则由于薪酬

由，达到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目的。一是鼓励大型龙

待遇、生活条件、职业成长平台等因素制约，执业

头养殖企业注册执业兽医的技术服务，从注册地扩

兽医受聘意愿较低，这部分养殖户的动物疫病防控

大到集团内部所有养殖场户，建立整套兽医服务体

[3]

主要由乡村兽医或村级防疫员把控 。
《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执业助理兽医师
在执业兽医师指导下协助开展兽医执业活动，协助
活动并无实际意义。据悉，农业农村部拟适当开放
在乡村从事诊疗服务的助理兽医师权限，即在乡村
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的执业助理兽医师具有处方
权，以提高执业助理兽医师备案率，促进执业助理
兽医师向乡村流动。

系；二是鼓励大型龙头养殖企业或兽药生产企业为
养殖环节的客户（如合作社）提供产品服务的同时，
提供注册执业兽医的技术服务；三是鼓励第三方组
成兽医专业技术服务公司聘用注册执业兽医，为所
有养殖场户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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