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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林湛椰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北京
摘

100125）

要 ：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既是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

发展、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必然要求。但目前，我国动物防疫体系面临工作力量不足、
基层队伍不稳、运行机制不畅、保障水平不够等问题，难以适应控制和消灭重大动物疫病、保障生猪等重要畜
禽产品稳产保供的新形势新要求。建议从突出强化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立健全兽医卫生社会化服务体系、加
快动物防疫智能化转型等三个方面发力，积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动物防疫体系，切实维护畜牧业生产安
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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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in China
Lin Zhanye
（Bureau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Service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125，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is not only an urgent need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major animal diseases including African swine fever（ASF），but also a necessit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and to safeguard human health and quality of
animal products. However，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workforce，unstable grass-roots team，poor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nsufﬁcient security level have been encountered in the system，resulting that the current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is difﬁcult to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controlling and eradicating major animal diseases，
and safeguarding stabl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Here，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including a new system appropriate for China's condi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at
grass-roots level，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social service system of veterinary health，and accelerating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so as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safe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public
health.
Key words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veterinary ；animal husbandry ；public health ；policy recommendation

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是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消灭重大动物疫病、保障生猪稳产保供的新形势和

的基础和前提。从 2018 年 8 月以来的非洲猪瘟防

新要求。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控工作看，我国动物防疫体系“职能淡化、力量弱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化、支持虚化”等问题较为突出，难以适应控制和

建议》明确提出健全动物防疫体系 [1]，国务院办公

收稿日期 ：2020-11-16

厅印发《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

修回日期 ：20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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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20〕31 号）[2]，确定了“坚持防疫优先”

产性风险的同时，提高动物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的基本原则，并从四个方面对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

减轻畜牧业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

系作了具体要求，为做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1.3 动物防疫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有关部门应在认清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加深对动物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人类传染病

防疫体系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

中有 60% 来源于动物 [4]。自 1940 年以来，全球平

新型动物防疫体系，切实维护畜牧业生产安全和公

均每 8 个月出现 1 种人类新发传染病，其中 78%

共卫生安全。

与动物有关。全球人兽共患病防治的实践表明，像

1

禽流感、狂犬病等只由动物传染给人的人兽共患病，

深化对动物防疫体系重要性的认识
加快构建机构完善、人员齐整、运行高效、

仅对易感人群采取防护措施，难以切断病原从动物

保障有力的新型动物防疫体系，这既是有效防控非

到人的传播路径，无法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公共卫生

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畜牧

安全风险。只有践行“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

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动物产

同时健全动物疫病与人类疾病的防控体系，将监测

品质量安全的必然要求。

网络前置、防控关口前移，控制好动物这个疫病传

1.1

染源，筑牢人兽共患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真正做

动物防疫成败直接关系畜牧业生产安全和食

物安全

到“人病兽防”，才能更加有效也更为经济地防范

发展畜牧业，成败看防疫。据测算，动物疫病
每年给畜牧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20%~30%，

和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合力建设好健康中国。
2

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现状堪忧

[3]

2004 年我国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国

且严重降低饲料和饲草资源的转化效率 。在我国，
仅生猪 1 个品种，死亡率每降低 1 个百分点，每年

家加大了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投入，并从国家到乡村，

就能多提供约 600 万头商品猪，节约饲料粮 100 万 t

逐级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动物防疫体系。至 2011 年

左右。我国人多地少，粮食和饲草供需长期处于紧

底，我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推动

平衡，畜禽养殖密度大，养殖单元多，相关从业人

了动物疫病综合防治水平的提升。随后几年，全国

员数以亿计，而人民群众对肉蛋奶等优质动物产品

动物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动物因病死亡率大幅下降，

的需求又越来越大，因此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对于保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上升，人兽共患病防治

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动物源食品安全乃至国民经济

也取得了新成效。但近年来，特别是非洲猪瘟传入

平稳健康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之前，在各地动物疫情形势持续保持总体平稳

1.2

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视程

健全的动物防疫体系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的

强有力支撑

度有所降低，加上国家机构改革大环境和畜牧业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动物防疫体系之于畜牧业，

展方式转变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动物防疫体系不仅没

就如同高速公路网络之于物流业，4G 和 5G 网络

有随着畜牧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加强，反而有所弱化。

之于移动互联网产业，这类“底层基础设施”前期

2.1

工作力量不足

投资大，直接收益率低，且只有按照统一标准组建

据统计，省市两级兽医行政部门编制数比最

成网后才能真正发挥出网络效应。健全的动物防疫

高峰时分别减少 60% 和 40% 以上；超过 33% 的省

体系，能帮助畜牧业各相关市场主体有效防范各种

份已撤销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另据测算，2019

动物疫病风险，降低日常防疫成本，减少抗生素和

年全国动物防疫人员人均需承担 9 万多头（只）畜

消毒剂的使用数量和频次，在防范和化解畜牧业生

禽的强制免疫工作、近 10 万头（只）畜禽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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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和近 4 万头（只）畜禽的屠宰检疫工作，工作

3.1

任务重和工作人员缺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3.1.1

加强对基层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建设的分类

2.2

指导

鼓励和引导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及其所在

基层队伍不稳

突出强化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全国 30% 的市级和 30% 的县级农业农村部

地市设置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执法监督和技术支

门中的兽医专业人员平均不足 2 人；县级以下动

持机构，对其他县市则不追求机构的纵向齐整而更

物卫生监督机构超过 70% 的人员为大专及以下学

加注重动物防疫业务工作要求和动物防疫机构建设

历，50 岁以上人员约占 20%，30 岁以下人员不足

标准的横向统一。

10%，素质总体偏低，年龄结构老化，监管服务能

3.1.2 加大对基层动物防疫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

力不足。加之待遇低、任务重，人员队伍专业化能

定期更新基层动物防疫体系的设施设备，建立稳定

力和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的财政支持长效机制，足额保障动物防疫工作经费

2.3

和应急处置经费。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重大动物疫

运行机制不畅
对于管理服务对象，最大的问题就是其防疫

主体责任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反而往往由政府部门
承担了其本应承担的免疫任务和责任，“要你们防”
的要求常常在执行层面产生了“帮你们防”的结果。
对于系统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基层单位缺乏有效
的激励机制，“多干不能多得”，甚至“干多干少
一个样”。
2.4

保障水平不够
据测算，全国动物防疫总投入不到养殖业总

产值的 0.2%，远低于美国和瑞士等发达国家，甚
至低于塞尔维亚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国家安排
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投资偏少，缺乏快速
诊断检测设备，难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
财政支持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对严重影响公共卫生
安全的人兽共患病防治等工作缺乏有效支持。
3

新形势下强化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的政策建议

情应急储备金制度，构建以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为
主、政策性农业保险为补充的新型补偿机制 [5]。
3.1.3

多渠道充实基层动物防疫人员队伍

指导

各地按照实际工作量科学配备专业人员。针对当
前基层动物防疫人员短缺和防疫工作量大之间的矛
盾，加快在生猪养殖大县实施动物防疫特聘计划，
力争尽快配齐选强兽医专业人员充实到防疫一线。
3.2

建立健全兽医卫生社会化服务体系

3.2.1

在工作理念上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

应区

分工作中的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将有限的政府
资源集中用于市场机制容易失灵的领域，其余部分
在做好规划引领、标准制定和制度建设的前提下，
更加大胆地交给市场，在真正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的同时，有效缓解动物防疫体系“缺钱、缺物”的
现实困境。
3.2.2

在制度设计上注重激发生产经营主体的内

生动力

推动正在修订的《动物防疫法》中明确生

当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态势总体平稳，特

产经营者对动物防疫负有主体责任，并通过深入推

别是非洲猪瘟疫情基本可控、生猪生产恢复进度快

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采取

于预期。各有关单位应强化底线思维，正视并着力

差异化的调运监管措施、探索建立基于防疫水平的

改变动物防疫体系“缺人、缺钱、缺物”的现实困

养殖场分级管理制度 [6] 等政策“组合拳”，真正变“要

境，并将其作为下一步改进工作的起点，盘活现有

我防”为“我要防”。

机构人员编制，优化财政投入方向和基础设施建设

3.2.3

在工作安排上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提供足

领域，将有限的资源进一步向重点领域倾斜和关键

够空间

着力激发目前市场化程度尚不高的相关环

环节聚集。

节活力，在全国推行执业兽医“一点注册、多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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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2020 年农业农村部中青年学习交流

业”管理模式，鼓励动物临床诊疗等生产性服务组
织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积极推动第三方检
测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同兽医卫生工作深度融合。
3.3
3.3.1

加快推动动物防疫智能化转型
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和数据深度挖掘

引导

专题活动后续转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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