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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医改看动物诊疗机构的发展与监管
颜起斌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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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动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和监管，事关动物诊疗市场秩序和兽医执业行为，事关执业兽医制度建设，事关

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卫生安全。本文从我国医改经验，尤其是对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职能要求出发，基于
利益相关方、社会治理理论，概述了我国动物诊疗机构发展的积极态势，也指出了机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
诊疗服务供给零散、传染病防控义务不明确、管理体制存缺陷等发展痛点，由此提出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中要
应树立治理理念，齐抓共管体制型和管理型改革，强化传染病防控义务，实现动物诊疗管理全覆盖等发展建议，
并对下一步研究做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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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Clinics under the Medical Re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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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nimal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andardizing the market order of animal healthcare and veterinary practice，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censed
veterinarian system，and ensuring animal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safet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medical
reform，especially the requirements of strengthen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un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takeholders and social governance，the positiv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and the development pain points
were pointed out，such as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needed to be improved，the suppl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ervices was scattered，the obligation of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not clear，an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had defects. Therefore，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imal healthcare institutions，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the system type and management type reform，strengthening the obligation of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realizing the full coverage of animal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etc. In addition，some
discuss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next research were carried out.
Key words ：medical reform ；animal medical servic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overnance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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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
[1]

要的作用。其中，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障体系在保证

传染病大流行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要

疫情早期发现和诊断、病例检测和筛查、病人治疗

阶段性成效，社会化防控和医院诊治发挥了至关重

和康复等方面的效率，充分展示了我国医改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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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总结医改对医疗机构的改革和发展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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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动物诊疗机构发展和完善动物疫病、人畜共患

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辖区内居民的筛查、分诊、转

病防控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诊以及隔离观察等工作，并为辖区内居民提供健康

1 我国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职责及医改中发展方向

知识宣教，组织群防群控。”[5]

1.1 传染病防治是医疗机构的重要职责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规

医改主要适用治理理论分析并必须适应特定

经济社会条件

定：“医疗机构承担与医疗救治有关的传染病防治

王虎峰教授对医疗卫生体系按“四领域分析

工作和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城市社区和

法”分析，认为其中公共卫生体系为纯公共产品，

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

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

承担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相应的传染病防治工作。”

药品供应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同时，医改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

其是分级诊疗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治理理

二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接受、配合医

论。应用这些理论分析发现，不同利益主体对分级

疗卫生机构为预防、控制、消除传染病危害依法采

诊疗制度建设的态度不一致，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取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医学观察

需要社会参与，尤其是患者的参与和治理。各国医

等措施。”综合相关法规规定，医疗机构在传染病

改频次和重点与所在国家执政理念和管理方式转变

防治方面职责包括，承担传染病疫情报告和本单位

密切相关。医改“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必然选

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防止传染病在医疗机构的

择”“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医改周期的

感染，以及相应的隔离、治疗、医疗废物处置等工作。

规律，我国的医改也会由体制型特征为主，逐步转

1.2

变为混合型甚至管理型特征为主”[5]。各国医改面

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能力是“新医改”

重要目标之一

临着不同的问题，美国医改主要解决在市场失灵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情况下政府干预，而我国需要解决的是政府失灵后

国一直持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新医改”明确将

如何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效率 [4]。

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增强医药服

2 我国动物诊疗机构发展及管理研究现状

务可及性、促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作为重点任务。

2.1 我国动物诊疗随着宠物饲养量快速增长

而“‘新医改’以来基层卫生人才严重缺乏且呈下

2019 年我国宠物犬猫数量达 9 915 万只，同

降趋势，基层卫生作用发挥不够。从本次应对新型

比增长 8.4%；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 2 024 亿

冠状病毒肺炎来看，许多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

元，同比增长 18.7%。宠物消费中诊疗、药品、保

疾控、医院、社区组织缺乏联动机制，社区防控工

健品分别占 10.0%、9.0%、2.5%，居第 4~6 位 [6]。宠

作专业力量薄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参

物诊疗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20%。截至 2020 年 5

[2]

与度低” 。“从国际来看，预防队伍也都是以医

月，我国宠物诊疗机构数量超过 16 000 家。78.9%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为主”“防和治本身是相辅相成

宠物医院经营面积在 300 m2 以下，超过 70% 宠物

的，不可分离”[3]。“只有把临床体系跟预防体系

医院年营业额小于 300 万元，约 66% 的宠物医院

高度融合和一致起来，才能够解决预防的根本问题。

的员工人数小于 10 人。宠物诊疗机构医疗收入占

[4]

在疫情之后，一定要强调防和治的融合。”“在‘新

85%，驱虫与免疫收入各占 4%[7]。

医改’中要着重建立‘三位一体’的疾病防治机制。

2.2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体系基本建立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专业培

随着动物诊疗行业的发展，相关管理法规和

训等，医院提供诊疗技术支撑，负责患者救治，基

监管体系不断健全。2007 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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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对执业兽医、动物诊疗等

国总人口的 1.3 倍，法国登记的宠物犬数量也超过

做了原则规定。农业部制定发布的《执业兽医管理

全国总人口的 1/6。而 2019 年我国宠物饲养量大约

办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等对动物诊疗机

为人口的 1/1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未来几

构范围、开办条件、审批要求、人员要求等做出

年宠物饲养量将有望继续保持 20% 的年复合增长

了规定。200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兽医管理

率，这将推动宠物诊疗机构和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部署全国建立健全兽医行

3.2 宠物诊疗服务质量总体不高

政、技术支撑、监督执法体系和基层兽医体系。截

2019 年， 宠 物 所 有 者 对 诊 疗 满 意 的 占

至 2011 年，全国基本健全相应管理体系，县级以

58.9%，在总分为 5 分的前提下总体评分为 3.6 分。

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具体承担执

43.0% 的宠物所有者认为看病贵，携宠出行不方便

业兽医、动物诊疗机构的管理。2008 年，中国兽

（46.9%）排在养宠痛点第二名，且一线城市比例

医协会成立，一些地方也成立了本地兽医行业自律

更高，达 46.9%。宠物所有者对诊疗不满意内容

组织。

中，选择价格不透明、医生水平参差不齐、医生资

2.3 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强化动物诊疗机构监管方面

质不透明、缺乏功能分区、过度检查的分别达到

相关领域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动物诊疗机构开

66.4%、51.4%、29.6%、19.1%、4.1%[6]。这表明，

设基本情况及其不合法、不规范诊疗活动的原因分

目前市场对宠物诊疗满意度不高。这一现状和宠物

析和监管对策上。如，宠物诊疗机构的审批程序不

所有者对诊疗质量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将促使宠物

合理、诊疗手段落后、用药不规范、废弃物处理不

诊疗机构在人员专业水平和诊疗条件等方面的进一

规范、技术缺乏交流、名称不规范等问题，提出完

步提升。由于投入成本的增加，可能导致有较好资

善相应法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和监督执法力度等

金和市场基础的连锁诊疗机构进一步扩张，呈现产

建议

[8-13]

。个别研究涉及了动物诊疗机构的范围和

扶持政策。如：对部分省份的畜禽诊疗机构人员、
[14]

业集中和垄断的趋势。
3.3 畜禽诊疗服务供给零散

；认为科研院所、兽

2019 年，我国猪、牛、羊、家禽饲养量分别

药饲料企业等机构的诊疗服务作为重要的兽医社会

达到约 8.5 亿、1.4 亿、6.2 亿、211.6 亿头（只）[17]。
《国

化服务力量，应在金融、税收、项目配套等方面给

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

设备、管理情况进行调查

予优惠和支持

[15]

；认为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

提出到 2020 年，猪、牛、羊、家禽发病率分别下

隔离场所、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实验动物饲育单位、

降到 5%、4%、3%、6% 以下。据此推算，我国每

动物园以及其他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单位对外的

年猪、牛、羊、家禽发病分别达到 0.4 亿、0.06 亿、

诊 疗 活 动， 因 其 对 动 物 疫 病 防 控 和 保 障 公 共 卫

0.19 亿、12.7 亿头（只）。即便按群体和平均饲养

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应纳入动物诊疗机构管理

规模计算，发病家畜家禽数量也可能分别达数十万

的范围

[16]

群。除国家规定的动物传染病外，其他畜禽疫病极

。

3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存在的问题

少有专门的诊疗机构按规范的诊断程序进行诊治，

3.1 宠物诊疗机构数量仍不能满足需求

通常由养殖场（户）自行诊疗，或者乡村兽医、兽

我国宠物行业在 2015—2019 年的 5 年内，市
[6]

场规模翻了 2 倍多，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20% 。但

药饲料销售企业以及个人、大学科研机构等诊疗。
3.4 动物诊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宠物饲养量仍然较低，

现行制度和监管实践主要针对从事动物诊疗

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如，美国宠物总数量大约是全

和动物保健等经营性活动，科研单位、兽药饲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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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机构不作为经营，或者不作为主营业务开展的

康，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属性，但其承担的传染病

动物诊疗活动，是否属于法规调整和监管的范围界

防控功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总体上要按照现代治

定模糊。自 2018 年以来，各地在推进新一轮改革中，

理理论的精神和原则去分析。针对动物诊疗机构管

撤并了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多数撤销了动物卫

理存在的问题，从我国“新医改”过程运用社会治

生监督机构，弱化了基层兽医体系，很多地方乡镇

理理论分析和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等经验，解决突

一级已经没有人员专门从事兽医管理工作。在推行

出问题，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其健康发展。

综合执法过程中，一些地方将动物卫生执法从原有

4.2 体制型和管理型改革并重

单位简单剥离，没能很好照顾到监督和执法“一枚

在推动动物诊疗机构发展和完善管理体系中，

硬币的两面”的关系。与截然不同的农业其他行业

要采取体制型和管理型改革并重的方式。针对动物

执法简单合并后，执法难免呈现“去专业化”趋势，

诊疗活动主要涉及经济问题的特点，动物诊疗机构

将可能面临各种困难。兽医协会等行业组织的法律

监管主要解决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政府干预。一是

地位较弱，行业自律作用发挥有限，动物诊疗活动

保持适度的市场准入门槛。以保证基本诊疗和传染

规范、职业道德约束、医疗纠纷协调等作用不足。

病防控需要为重点，完善基本准入门槛。逐步探索

3.5 动物诊疗机构传染病防控义务不明确

建立宠物诊疗机构分级管理制度，综合评定其诊疗

动物诊疗机构与医疗机构一样，承担着传染

条件、执业兽医水平、诊疗疾病范围、服务管理水

病预防、诊断发现、报告等重要职责，具有公共产

平、信誉和美誉度等。二是适当给予扶持政策。宠

品属性。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目前流行的

物诊疗市场快速发育，相应诊疗机构具有较好的发

人传染病中有 60% 是人兽共患病，人的突发传染

展基础。对于在农村、偏远地区开设诊疗机构和注

病 75% 以上来源于动物

[18]

。因此，动物诊疗机构

册从医的，可以考虑给予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扶

不仅承担动物传染病防控相关义务，其工作对于

持政策。三是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完善兽医协会等

防控人畜共患病同样非常重要。而目前从法规到实

行业自律组织的构成基础，增强其行业代表性，完

践和理论研究，对动物诊疗机构这方面义务都没有

善其在行业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

涉及。2019 年，只有 47.8%、45.4% 犬猫所有者会

我监督等功能，开展执业兽医培训、医疗纠纷调解、

为宠物接种狂犬病疫苗，其中每年固定接种的为

诊疗服务规范制订、诊疗机构分级评定等工作。由

[6]

85.7% 。这显示宠物诊疗机构在人畜共患病预防

协会重点协调各诊疗机构解决当前宠物主的痛点问

方面发挥作用有限。各类动物诊疗机构在传染病早

题，提升价格透明度、医生水平、医生资质透明度、

期发现和报告、协助处置突发疫情等方面发挥作用

功能分区和规范化管理水平等。四是健全监管体系。

的事例也不多。

按照国务院关于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意见要求，健全

4 完善动物诊疗机构管理的思考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等体系，合理配置检疫监督执法

4.1 树立治理理念

职能，切实加强动物诊疗活动外部性问题监管。如，

我国动物诊疗机构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数

动物诊疗机构市场准入、传染病防控义务履行情况、

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存在。这提示：一方

诊疗机构自身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用药规范

面，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动物诊疗机构的健

情况等。

康发展；另一方面，要调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加强

4.3 强化传染病防控义务

管理，提升动物诊疗机构水平和服务质量，不能仅

动物诊疗机构因其专业性和从事活动的特殊

仅强调监管。动物诊疗活动直接效果是保护动物健

性，在动物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中，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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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般动物养殖、运输、屠宰、加工主体的特殊重

其低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无遗。我国医改

要地位，需要尽快明确其专门的义务。如，赋予宠

成效显著，首先主要得益于中央高度重视、以人民

物诊疗机构对狂犬病定点集中免疫的功能，将免疫

为中心的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得

情况作为宠物登记的前提条件；规定动物诊疗机构

益于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在清晰认识医疗卫生体系

对国家计划控制疫病防控知识和防控政策科普宣传

各个领域公私产品属性基础上，正确应用利益相关

义务；细化动物诊疗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要求，畅

方和社会治理理论，准确把握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

通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渠道，探索定期

配置中的尺度，充分发挥了市场的效率和政府保障

汇总零报告制度；规定动物诊疗机构从业人员参与

公平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创

突发疫情防控的义务，等等。将履行动物传染病和

造性。

人畜共患病防控义务情况作为对动物诊疗机构监督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和管理领域永恒的话

管理的基础，探索风险分级管理、征信记录和黑名

题，各种理论不断创新。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

单管理制度，与许可、许可证续展、分级、优惠贷

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现代管理、经济理论随

款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挂钩。

着经济社会而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前，西方总体

4.4 实现动物诊疗管理的全覆盖

上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古典主义、新古典

畜禽诊疗活动的监管一直处于模糊地带，一

主义经济学主张是主流，公共行政主要充当“守夜

方面因为畜禽诊疗服务的大部分提供方是兼业或者

人”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西方总体进入

副业，甚至不以诊疗作为赢利手段，不以营利为目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

标，这不符合相关法规对诊疗机构的定义；另一方

大萧条，各国意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资本需要管

面这类诊疗活动很多具有较强隐蔽性，与兽药销售、

控。经济学上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美国推行罗斯

疫病科研等活动交织，很多只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

福新政，二战后欧洲一些国家推行福利资本主义，

副产品。由于我国畜禽养殖总体水平不高，除了规

加大市场干预和资本管控力度，带来了新一轮繁荣

模养殖场自我服务的诊疗机构外，大部分从事畜禽

和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资本在有关领域的

诊疗活动的机构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小规模养殖户。

过度积累，“石油危机”、战争外债等因素叠加，

这些养殖户能承担的诊疗成本十分有限，可获得的

导致西方普遍出现“滞胀”，放松对资本的管制成

诊疗服务不多。因此，对畜禽诊疗机构以扶持发展

为西方国家选择。经济学上新自由主义盛行，布雷

为主。如，对在乡村专门从事畜禽诊疗服务的机构

顿森林体系解体、欧洲国家纷纷去国有化，管理学

给予用地用房、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上治理理念成为主流，强调“去政府化”。随着发

在监管上，主要是完善对这类活动的传染病防控义

展中国家市场的繁荣，世界进入新一轮发展期。近

务规定和监管。对于诊疗服务活动，由各类主体自

年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使新自由主义

身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自律组织进行规范。

的弊端逐步显现，提示世人资本和权力一样需要关

5 讨论和展望

进制度的笼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

“新医改”十余年，全国上下高度关注，其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不断完善，党的

成效也为全社会成员所切身感受。与之形成鲜明对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比的是，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其医改方案因为各

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动物诊疗机

利益方博弈，一而再再而三难产；英国等老牌资本

构管理方面，如何发挥市场、市场主体及各类公共

主义国家，其过去饱受赞赏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

组织作用，可以从治理理念和实践中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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