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 医 管 理

2021 年第 38 卷第 1 期

建立健全新型动物防疫体系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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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设和完善动物防疫体系，提高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是实现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健全动物防疫和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体系，为建立健全新型动物防疫体系强化的政策基础。本文重点从机构设置、人员结构、工资待遇
等层面阐述了机构改革后动物防疫体系的发展现状，剖析了当前基层面临的机构隶属关系不清晰、专业人才储
备不足、动物防疫机构数量少、工作经费短缺等发展痛点。由此根据当前面临的挑战，提出应完善各级动物防
疫体系建设，落实“三权归县、服务在乡”要求，支持基层兽医实验室队伍建设和乡村防疫人员收入水平，强
化疫情处置应急队伍培训力度等发展对策，为牢实动物防疫体系前期建设基础，展望新型动物防疫工作发展未
来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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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conditions to stabiliz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cluded developing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animal disease control. It was stated that，in the Proposa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term Goals for the year of 2035，“the policy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new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was improving animal disease or crop disease/pest prevention system.”In this paper，the
status of such system after institutional reform wa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ing，personnel
structure，wages and benefits，etc. The pain points encountered in the field were analyzed，including unclear
organization afﬁliation，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 reserve，fewer institutions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shortage of
working funds，etc.，based on which，som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improving the system at all
levels，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of“human，ﬁnancial and physical authorities（three-authority）decentralized to
counties，and delivery of service in township”，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veterinary laboratory team
and the income of rural animal disease workers，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fo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preliminary foundation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 and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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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

多畜牧兽医站相关职能合并到乡镇人民政府中，相

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加快生猪

应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协调落实。

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其明确指出要建立

1.2

人员结构情况

健全动物防疫体系，督促地方抓紧完善省市两级动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位

物防疫行政机构，加强市县兽医实验室技术支持能

畜牧兽医领域正式在册工作人员数量不足 20 万人，

力，开展基层动物防疫机构标准化建设，按照“三

同比下降近 20%。从人员学历构成情况来看，具

权归县、服务在乡”的管理机制设置乡镇或区域性

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同比下降近 20%。

畜牧兽医站，通过“以钱养事”等机制配备乡村防

人员构成中，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

疫人员，强化疫情处置应急队伍建设，尽快补齐防

员、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都有不同比例的

疫机构体系和人员队伍等发展短板。2018 年 3 月，

降幅。县、乡两级畜牧兽医机构撤销后，动物防疫

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人员被划转到其他部门，工作上不够畅通的现象较

明确提出组建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位

为突出。

机构改革由上而下逐步实施。以农业农村系统畜牧

1.3

工资待遇情况

兽医领域相关机构为主体的动物防疫体系，因机构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位

改革发生了新变化，这也给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提出

畜牧兽医领域在岗职工年工资总额，同比减少约

了新要求。当前，摸清农业农村系统动物防疫机构

10%，农业行业特有津贴中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

底数，找出开展工作面临的问题挑战，完善下一步

发放金额基本保持稳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较

政令举措，构建新型动物防疫体系是保障畜牧兽医

2018 年有小幅度增长。良好的工资待遇是稳定基

行业健康安全发展的关键。

层动物防疫工作队伍，激励干部人才担当作为的重

1

要保障手段，就目前整体来看，工资待遇水平还有待

1.1

机构改革后动物防疫工作体系发展现状
机构设置情况
据全国农业农村系统人事劳动统计相关数据

进一步提升，相关保障政策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
2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

2.1

位畜牧兽医领域相关单位共计近 2 万个，同比下降

指导关系

部分县乡两级动物防疫工作机构无明确业务

约 20%。31 个省（市、区）中超过 90% 的省份畜

据了解，机构改革后，部分乡镇涉农机构整

牧兽医领域相关机构同比均有较大降幅，部分省区

建制划转到乡镇政府机构中，改变了机构改革前乡

市相关机构同比下降超过 40%。就全国整体情况看，

镇涉农机构单独设立的现状。部分县级动物防疫部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位畜牧

门与乡镇动物防疫部门既无直接领导关系，也无业

兽医领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政机关及国有企事

务指导关系。乡镇动物防疫部门从隶属关系上单独

业单位较机构改革前下降明显，特别是省、市两级

受乡镇政府的直接领导，县乡两级在工作衔接上因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畜牧兽医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

缺乏隶属而不够顺畅。

并入到相应省、市两级的农业农村厅（局、委）中，

2.2

作为其中的一个处（科）室存在，不具有独立的人

对薄弱

乡镇动物防疫机构数量少，工作人员力量相

事、财务等行政权力。部分县、乡两级畜牧兽医领

部分乡镇没有单独的动物防疫机构，且机构

域相关动物防疫服务机构也存在合并到农业综合服

编制较少，人员分流极为困难，由于乡镇经济结构

务中心（站）等机构的趋势，特别是乡镇层级，很

过于单一，就业渠道狭窄，改革中分流人员很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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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领导应充分认识动物防疫工作的重

置。2019 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国有单位人事劳动
统计数据显示，乡镇涉农机构在岗职工约 40 万人，

要性，畜牧管理部门应积极借力中央重点新闻媒体、

其中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更为稀缺。相比基层动物防

主要传统媒体，充分发挥新媒体、自媒体和网络社

疫繁重的工作量，三农基层干部力量相对薄弱。因

交平台，积极向民众宣传《动物防疫法》《畜牧法》

机构改革影响，乡镇动物防疫机构相比机构改革前

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偿机制，

进一步精简，单一部门的工作职能进一步扩展，工

要求养殖场户主动按规范要求，做好病死动物进行

作负荷也随之大幅提升，亟需从机构编制政策上加

无害化处理工作，降低疫病的传播风险。加大资金

以倾斜。

投入，规范基层防疫站的建设，依照防疫站的规模，

2.3

为其配备小型冰箱、冷藏箱、铝制煮沸消毒锅、瓷

岗位受设置职数限制，县乡及现有人才储备

盘、剪刀镊子、注射器、针管等器械设备，以保证

不足
目前，多数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对于从事动物

疫苗质量。同时，要确保基层动物防疫员获得足够

防疫检测等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受到职

劳动报酬，依法解决技术人员的生活困难，按照当

数限制，原则上不设正高级岗位，副高级岗位上限

地的需求，合理安排防疫人员，巩固基层动物防疫

不超过 5%。目前，多数县、乡两级中专业技术人

体系的建设。

员专业技术职务上升受限，很多不愿申报相关职称

3.2

按照“三权归县、服务在乡”要求，设置乡

评审，导致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
2.4

坚决落实“三权归县、服务在乡”要求

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工作经费不足，动物防疫

镇畜牧兽医站势在必行。乡镇畜牧兽医站是发展乡
镇畜牧业和农村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管理服务机构，

检测及技术推广工作难度增大
机构改革后，乡镇级动物防疫机构合并到综

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物防

合服务站或直接划归到乡镇政府统一管理，县级农

疫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中畜牧兽医工作的具体执行

业农村部门仅在业务上对其进行指导，造成了部分

者，是党和国家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

乡镇动物防疫工作人员工作错位。由于工作经费不

者。乡镇畜牧兽医站是国家设在基层畜牧兽医科技

足，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无法正常接受技术培训，

的一支重要力量。基层春秋季的防疫任务重，时间

导致人员素质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紧，仅靠防疫人员对动物进行免疫、检疫的工作难

3

度大，政府可以加大投资聘请编外人员辅助做好防

3.1

建立健全新型动物防疫工作体系的政策建议
强化政府的责任，加紧完善省、市、县、乡、

疫工作。
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基层动

村各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抓紧完善省市两级动物防

物防疫员，改变现在部分基层“一人一站，两人一

疫行政机构，明确省市两级相关机构的职责任务。

站”的境况。政府还应当对扎根基层，专业技术扎

建议将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纳入政府

实的青年动物检疫人员采取鼓励措施，认真落实国

管理的体系，成立专门的工作组，从而使各级防疫

家对检疫人员的补贴政策，改变基层职位设定不合

[1]

机构分清职责，加强对防疫机构的管理 。定期对

理、职称晋级难的现状，为专业人员带来足够的发

基层检疫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了解并掌握当前主要

展空间，确保人才可以安稳扎根基层。

动物疫病的流行状况及防控策略，增强检疫人员使

3.3

用新设备的能力。同时加强法律学习，提高法律意

伍力量建设

识和认知能力，从而提高防疫队伍的整体素质。

增加经费投入，支持市县兽医实验室技术队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重视兽医实验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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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费的投入。监测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来保

3.5

障，将动物疫病监测试剂费用单独列入财政预算，
[2]

加大疫情处置应急队伍培训演练力度
定期开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培训及应急演练，

实行诊断试剂等耗材集中采购 ；各级畜牧兽医主

培训内容针对口蹄疫等防治技术规范以及《动物防

管部门要保证基层实验室监测经费落实到位，防止

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常用法律法规

挤占、挪用；建议从国家层面定期拨付人兽共患病

进行定期全员轮训，传授应急设备、仪器的使用和

防治专用工作经费，用于当地在防治人兽共患病工

维护等知识，要使每一位应急队员具备在现场实际

作中的人员经费补助、卫生津贴补助、防护耗材购

动手操作的能力 [4]。建议以县级为单位每年举办一

置、交通通讯费用、实验室运行经费、工伤人员安
置费用等，对当地人兽共患病防治工作经费做出制
度性安排，解除当地兽医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共
享社会发展成果。
3.4

加大“以钱养事”经费投入，提高乡村防疫

人员收入水平
建议各省提升乡村防疫人员工作补助标准，
县级财政预算经费提升 30% 以上，并按时足额将

次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主要针对不同时期内疫
情防控形势，由县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备队人员参
加，可将应急队伍分成各个小组，演练协同合作能
力，在演练中明确应急指挥和处置程序，规范应急
操作，提升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5]。
参考文献：
[1]

经费划入防疫人员专用账户，切实提高防疫人员收
入水平，真正做到“有钱办事，有人干事，留得住
人，养得活人”[3]。实行教育经费补助，吸收新人
进入村级防疫队伍。吸纳愿意从事村级动物防疫工
作的城乡中青年加入防疫队伍，并联合科研院校对

发与装备，2020（5）：229.
[2]

补助，真正为畜牧兽医队伍输入新鲜血液，弥补基
层防疫人员的不足。

50

李生福 . 基层兽医实验室在动物疫病检测中的问题分
析 [J]. 中国动物检疫，2016，33（4）：55-56.

[3]

王静 . 县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队伍建设三点建议 [J].
今日畜牧兽医，2017（2）：50.

[4]

其进行专业技术教育，同时聘请畜牧兽医领域的专
家对其开展业务培训，给予学费、生活费等方面的

崔世绵 .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急待加强 [J]. 农业开

曲国胜 . 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J]. 中国应
急管理，2020（2）：31-32.

[5]

李明 . 关于乡村动物防疫体系人员与待遇问题的调查
与思考 [J]. 湖北畜牧兽医，2012（2）：13-14.

（责任编辑：孙荣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