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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家禽屠宰检疫规程》在规范家禽的屠宰检疫，加强家禽产品的检疫活动管理，保障动物源食品安全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概述了《家禽屠宰检疫规程》关于家禽屠宰场所定义、规程适用动物、检疫对象、检
疫合格标准的判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家禽产品入库贮藏后才出厂如何出具检疫合格证明，提出可
采取贮藏后继续调运或分销的检疫方式出具检疫证明这一解决方案。这提示在今后工作中扩大屠宰检疫的适用
范围及检疫对象，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屠宰检疫规程，提升屠宰检疫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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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s for Slaughtering and Quarantine of Poultry（abbreviated as“the Rules”）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ndardizing the slaughtering and quarantine of poultry，strengthening the quarantine management of
poultry products，and in safeguarding the safety of animal-derived food. In the paper，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ﬁnition
of poultry slaughterhouse，applicable animals，quarantine objects and determination of quarantine standards speciﬁed
in the Rules were summarized，especially the question on how to issue a quarantine certiﬁcate after poultry products
were stored，against which，a solution that the certiﬁcate could be issued by means of continuous transportation or
distribution in such cases was proposed. Considering all of the above，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scope and
quarantine objects of slaughtering and quarantine of poultry should be extended in the future，the Rules should be
further revised and improved to upgrade the level of slaughtering and quarantine technology.
Key words ：poultry slaughtering ；rules for slaughtering and quarantine ；application scope ；qualiﬁcation stan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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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屠宰检疫规程》自 2010 年颁布以来，

源品种目录》的公布，《家禽屠宰检疫规程》在实

作为官方兽医实施家禽屠宰检疫的行为依据，对规

际操作过程中面临新情况、新挑战，部分条款已难

范家禽屠宰检疫，加强家禽产品检疫活动管理，预

以适应现阶段我国家禽屠宰的需求，亟需修订完善。

防、控制、净化和消灭家禽疫病及确保家禽产品安

1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转型升级以

对家禽屠宰场的定义的认知
按照《动物防疫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

及畜禽屠宰模式的改变，特别是《国家畜禽遗传资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应符合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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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山东省畜禽屠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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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畜禽屠宰场应当依法取得

白血病、禽痘、马立克氏病、鸡球虫病、禽结核病。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农业农村部、食品药品监管

鸭的屠宰检疫对象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屠宰检验检疫和畜禽产

鸭瘟、禽结核病。鹅的屠宰检疫对象包括高致病性

品进入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监管工作的意见》

禽流感、新城疫、小鹅瘟、禽结核病。如果理解火

要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得向非法屠宰企业派

鸡、珍珠鸡、雉鸡、鹧鸪、番鸭、绿头鸭、鸵鸟和

[1]

驻官方兽医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只能向依法取得

鸸鹋等 8 种特种家禽可参照本规程执行，那应当明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者畜禽定点屠宰证的畜禽屠

确这 8 种特种家禽在实施屠宰检疫过程中的具体检

宰企业派驻官方兽医”。目前法律法规对家禽屠宰

疫对象。

企业没有办理《畜禽定点屠宰证》的规定，因此《家

4

禽屠宰检疫规程》规定的屠宰场是指依照法律法规

4.1

规定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并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

关于检疫合格标准的判断
关于具备有效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按照《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屠宰、

格证的家禽屠宰加工场所。

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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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附有检疫证明。入场家禽是将要进行屠宰的动物，

明确适用的动物范围
《家禽屠宰检疫规程》适用的动物范围是鸡、

鸭、鹅，鹌鹑、鸽子等禽类的屠宰检疫可参照执行。

必须附有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包括形式有效和内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中涉及的火鸡、珍

容有效。形式有效是指检疫证明必须是农业农村部

珠鸡、雉鸡、鹧鸪、番鸭、绿头鸭、鸵鸟和鸸鹋等

统一监制样本，格式统一；内容有效指所填检疫证

8 种特种家禽是否可以理解为属于鹌鹑、鸽子等禽

明内容与运输动物种类、数量、健康状况一致。出

类的范畴内，屠宰检疫是否可参照执行，规程并未

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须官方兽医手写签名，并加

明确说明。规程没有规定合法捕获的同种野禽的屠

盖动物检疫专用章。目前，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

宰检疫可以参照本规程，且根据 2020 年 2 月 14 日

厅关于规范动物检疫验讫证章和相关标志样式等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关要求的通知》（农办牧〔2019〕28 号），动物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检疫合格证明监制章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要求，全面禁止以

监制章”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监制章”，

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完善动物检疫出证有

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本规程不宜适用野禽。

关事项的通知》（农办牧〔2019〕77 号），全国

3

已经使用新版动物检疫专用章。

明确检疫对象
检疫对象就是国务院兽医管理部门依照法律

常见的无效检疫合格证明有以下情形：（一）

授权，根据我国动物防疫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技术条

未在有效期的；（二）动物种类、数量、用途与实

件，确定并公布的需要检疫的特定动物疫病。《家

际不符的；（三）起运地点、到达地点、运载工具

禽屠宰检疫规程》规定的检疫对象有 9 种，其中一

牌号与实际不符的；（四）转让、伪造或变造的检

类动物疫病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 2 种；二

疫证明，其中变造检疫证明是指采用剪贴、挖补、涂改、

类动物疫病包括禽白血病、鸭瘟、禽痘、小鹅瘟、

拼接等方法加工处理改变检疫证明已有项目和内容

马立克氏病、鸡球虫病 6 种；三类动物疫病包括禽

的部分的行为，包括涂改但不限于涂改；（五）手

结核病 1 种。根据以上疫病主要易感动物种类，鸡

写的检疫合格证明。在入场（厂、点）监督查验的

的屠宰检疫对象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禽

查证验物的工作中，官方兽医一定查验入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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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家禽是否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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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动物检疫合格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工作没有明确
规程中提到“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检

检疫合格后出具检疫合格证明面临的问题

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双联打印，

测结果合格”，但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进行实验室检

第一联为检疫工作记录应保存 12 个月以上，第二

测的条件、疫病名录、检测依据和合格标准都没有

联随货同行。
对检疫合格动物产品加施检疫标志是官方兽

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此外，规程中提到“实验室
检测须有资质的实验室承担”，但缺乏相关细化的
规定，影响了基层检疫工作的规范性 [2]。
5

明确检疫申报主体
《家禽屠宰检疫规程》沿用了《动物检疫管

理办法》申报屠宰检疫主体为“货主”的概念。在
实际工作中，“货主”可以理解为屠宰场（厂、点）、
经销商、代宰户，等等。对此，建议明确申报主体。
一是应明确“货主”的身份。《生猪屠宰检疫规

医职责，是要式行政行为，检疫标志和检疫证明一
样，是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经检疫合格的法律凭
证 [4]。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动物检疫
验讫证章和相关标志样式等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
启用新型动物产品检疫粘贴标志，增加了防水珠光
膜（样式见农办牧〔2019〕28 号文件）。
由于目前家禽产品大多数需要入库贮藏，销
售和运输日期、数量无法确定，无法立即出具检疫
证明，这就不符合检疫规程得要求。因此根据检疫

程》中明确申报主体为屠宰场（厂、点），在家禽

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做法，可采取贮藏后继续调运或

屠宰检疫申报中的，建议申报主体的货主应为屠宰

分销的检疫方式出具检疫证明。屠宰检疫完成后，

场（厂、点），这样便于下一步检疫工作中明确申

对检疫合格产品加施检疫标志，出具动物检疫合格

报主体报检动物来源是否属于限制调运区域；申报

证明后入贮藏场所（该厂的冷库），产品的目的地

主体是否具备《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屠宰种类

为该贮藏场所，对该次申报的屠宰检疫完成。产品

是否包括报检动物种类；申报主体是否因受到行政

出厂时，按照贮藏后继续调运或分销的动物产品重

处罚等，处于停业停产等状态等情况。二是建立跨

新申报检疫，符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二十七

省调运家禽产品的经销商（贩运者）应当有县级动

条规定条件的，对该批出厂产品出具动物检疫合格

物卫生监督机构实行登记备案等监管制度，同时明

证明。这种方式需要屠宰企业有严格的批次生产、

确家禽产品运输工作的卫生防疫条件。如甘肃省、

出入库等管理制度和健全的出入库登记记录，为官

内蒙古自治区等省近年来在动物及产品贩运人员管

方兽医开展查验工作提供最基本条件。否则，官方

理方面做了探索性工作，成效明显 [3]。

兽医将不能对库存产品出具检疫证明。

6

参考文献：

缺少相关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规程中提到“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

[1]

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按相应疫病防治技术
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规程中

[2]

2019，36（4）：30-32.
[3]

等 4 种疫病的防治技术规范，造成在实际检疫工作
中没有鸭瘟、禽痘、小鹅瘟、鸡球虫病、禽结核病
这 5 种疫病的防治技术规范作为依据进行实验室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77

汪文鑫，李瑞红，陈向武，李卫华等 .《动物检疫管
理办法》有关产地检疫问题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

检疫对象有 9 种，目前农业农村部颁布有高致病
性禽流感、新城疫、马立克氏病、J- 亚群禽白血病

林志刚，曹玲芝 . 补检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思路 [J].
中国动物检疫，2019，36（8）：72-75.

侯佩兴，黄优强，潘剑平 . 当前动物检疫工作中存在的
几个问题 [J]. 中国动物检疫，2018，35（7）：29-30.

[4]

孙荣钊，刘洪明，陈向武 . 试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优
化 [J]. 中国动物检疫，2018，35（5）：28-31.

（责任编辑：孙荣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