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能转变与重心调整中
不断增强兽医行业政策供给有效性
——基于兽医行业市场主体行业政策需求调研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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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当前，各兽医行业市场主体对兽医主管部门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有较强烈的诉求。建议有关部门通过

优化动物疫病防控政策、加快形成“奖优罚劣”的监管机制、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立以质量管控
为核心的生猪屠宰监管机制、分类制定兽药用药政策、加快政策性保险创新步伐等六个方面，进一步转变工作
职能，调整工作重心，通过不断增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来更好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兽医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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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Basis of an Investigation towards the Policy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Entities in Veterinary Industry
Lin Zhanye，Yang Hao，Xu Shiyong
（Veterinary Bureau，Ministr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0125）
Abstract ：At present，the market entities' appeal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policy supply by veterinary competent
authorit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ong. Given this situation，some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his article
to further transform the job functions and adjust work focus，which can be summarized by the following 6 aspects ：
optimiz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of animal diseases，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rewarding the superior and punishing the inferior，improving the bio-safety disposal mechanism for
diseased and dead livestock and poultry，establish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pig slaughtering with quality
management control as its core，developing medication policy of veterinary drugs on a category by category basis，
and stepping up the pace of policy-based insurance innovation. In this way，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upply of the
veterinary sector will be continuously enhanced. Such efforts will better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entities and
push forwar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veterinary sector.
Key words ：veterinary industry ；market entity ；supply of public policy ；effectiveness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增强政策供给有效性，提高政策供给质量，

2016 年 8—11 月，调研组先后到浙江、江苏、四川、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服

河北等地，实地走访了养殖场（户）、屠宰企业、

务型政府的应有之意。为了解新形势下兽医行业市

兽药生产企业、宠物诊疗机构、动物疫病检测机构

场主体对行业政策的需求，增强政策供给有效性，

和涉农银行保险机构等兽医行业市场主体。调研中

通讯作者 ：杨 浩

发现，各兽医行业市场主体对于兽医主管部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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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体系建设、优化财政补助政策，以及进一

案，在以免疫为主的基础上，逐步采取以监测、扑

步转变职能、释放市场活力等方面，都有较强烈的

杀为主，区域化管理和市场准入相配套的综合防控

诉求。调研组认为，在当前国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措施，有计划地开展疫病净化，推进无疫区和无疫

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如何从自身的工作职能转变与

企业建设。

工作重心调整出发，通过不断优化政策供给来更好

2

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促进相关产业的稳步发

兽医卫生监管体系，加快形成“奖优罚劣”的监管

展和转型升级，已成为摆在各级兽医主管部门面前

机制

的迫切任务。
1

建立和完善以全程可追溯和信息公开为基础的

我国兽医行业主体类型复杂，在监管上更呈

实施以落实主体责任为导向的动物疫病防控政

现出“点多、面广、时空跨度大”等特点，监管难

策，切实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度十分大。基层兽医主管部门普遍反映，不仅自身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在动物疫

可调控的资源和可使用的手段十分有限，系统内部

病特别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大包大揽”，

还存在着监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不足，信息“孤岛”

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然而在调研中发现，只有

现象严重，“重信息采集、轻信息分析”等问题，

部分散养户希望继续执行现有政策，认为不仅自己

难以实现监管工作的精准化和信息化。有企业代表

免疫不应该出钱，当免疫出现副反应时还要有人来

感慨，现在是“守法的成本太高，而违法的成本又

赔偿损失。而绝大部分规模养殖企业均迫切希望改

太低。”一个不守规矩的企业在一个地方违规受到

变现行政策。他们愿意自觉履行防疫主体责任，而

处罚，换个地方甚至在原地换企业名称，又继续经

希望政府为其提供养殖场生存空间的政策保障，病

营；而守法的企业却要承受市场被搅乱后的额外成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政策支持，以及更为丰富的政

本，从而使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劣币驱

策性保险产品供给。

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

当前，全国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病

目前，农业部正在大力推进信息化管理系统

种多、病原复杂、污染面大，流行范围广。重大动

的深度整合，“成都智慧动监”和辽宁“e 动监”

物疫病在部分区域仍呈流行态势，人畜共患病呈上

信息平台建设等基层的鲜活实践也已经取得了示范

升趋势，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风险持续加大，动物疫

性经验。这说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尽快建立

病防控仍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而规模化

和完善以全程可追溯和信息公开为基础的监管体

生产、集约化经营是我国畜牧产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弊端。

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制定应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更
多地考虑规模化养殖企业的政策需求。

建议按照“一体化设计、标准化开发、模块
化集成、平台化运行”的原则，加快建成全国统一

建议合理界定政府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的

的从养殖到屠宰全链条兽医卫生信息化监管系统，

职责和边界，明确落实养殖者的主体责任，充分发

通过信息资源的全国共享、实时查询，以及对监管

挥兽医服务机构的作用，逐步建立以养殖者为主体、

对象的自动分级、风险报警等功能，切实提高监管

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责权统一的疫病

的及时性、精准度和风险管控的能力，实现养殖产

防控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各地根据当地

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如此，可

畜牧业发展状况、动物疫病流行特点、人员队伍技

以从客观上有效提高兽医卫生领域的违法成本，加

术力量、可调配资源情况等多种因素，实行区域化

快形成“奖优罚劣”的监管机制，维护和保障市场

的防控策略。针对具体病种制定监测与净化实施方

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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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扩大政策补助范围，以无害化处理的“全覆盖”

提升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题日益突显。一方面，被压缩的屠宰企业不甘心就
此退出，提出各种诉求以阻碍清理整顿工作的推进；

实践表明，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是

另一方面，被保留的企业对进一步加大投入进行升

从源头上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重要举措。然而

级改造的意愿不高，不利于屠宰行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全国性的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仅针对生

基层呼吁，改变当前以控制数量为主要目标的清理

猪，而未纳入其他养殖动物。据统计，2015 年全

整顿思路，逐步建立以质量管控为核心的监管机制。

国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总数为 2 670 万头，

建议尽快研制全国统一的生猪定点屠宰点分

而产地检疫环节检出的 306.56 万只（头、羽）病

级（如设 1 至 5 级）标准，在明确规定设立生猪定

害畜禽中，病死猪为 72.07 万头，仅占 23.5%。由

点屠宰点的最基本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屠宰点设施

此可以推算，养殖环节其他病死畜禽的总数应该非

设备、工艺流程、环境条件、管理水平、技术力量

常大。

和产品质量检测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评定其等级。

据了解，北京、山东、四川、成都等地已在

各地（设区的市）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具体

试行将主要的养殖畜禽全部纳入无害化处理的补助

以哪一个等级作为当地设立屠宰点的最低标准，报

范围。这种“全覆盖”的做法，对当地防控动物疫

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屠宰点

病，减少养殖户损失，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

实行分级管理。

源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都发挥了

5

较显著的成效。很多养殖业主反映，目前牛、羊和

康发展

分类制定兽药用药政策，促进宠物诊疗行业健

家禽的养殖量和养殖风险非常大，但病死的牛羊禽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家

却不能享受与病死猪相似的无害化处理政策，非常

庭结构和婚育状况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宠物行业

希望政府能扩大无害化处理政策补助的范围。

以年均 30%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发展。据估算，

建议进一步加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补助

目前我国至少有宠物 1 亿只（条），市场规模超过

力度，逐步拓展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的适用范围，

1 000 亿元；而且根据专家估计和业内判断，未来

将主要的养殖畜禽全部纳入无害化处理的补助范

十年我国饲养的宠物数量还将出现爆发性增长。但

围，实现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我国目前现行的兽药政策，多是基于养殖业发展而

4

制定的，许多规定并不适用于宠物诊疗行业。

完善生猪定点屠宰点的分级设立标准，建立以

质量管控为核心的监管机制
自 1998 年《生猪屠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起，

在宠物医院调研时，一线的临床兽医强烈呼
吁将“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规定调整为“禁

全国开展了多轮生猪屠宰点清理整顿工作。特别是

止将人用药品用于食用动物”。他们认为，因为随

2011 年 12 月，商务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

着宠物年龄的增长，宠物老年病、内科病的发病率

强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工作的通知》（商秩

呈上升趋势，而在宠物疾病，特别是老年病、内科

发〔2011〕493 号）， 要 求 各 地 于 2012 年 7 月 前

病的治疗中，使用人用药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发

全面完成审核清理工作，但有些地方反映直到目前

达国家在实践中也多有采用。我国现行的规定使得

当地生猪屠宰点的清理整顿还处于“进行时”。

兽医们一方面要面临兽医执法部门的处罚，另一方

调研中发现，随着生猪屠宰点清理整顿工作

面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诊疗纠纷，这严重制约宠物

的推进，各地存在的清理整顿标准不统一、清理整

诊疗行业的发展。又如兽药典中对兽药规格所做的
（下转第 70 页）

顿难度越来越大、产生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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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衔接机制缺乏

4.4

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

在相对集中型改革的区县，综合执法局成立后

严格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县

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与原部门继续行使的行政检查

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违法

权、监督抽检等工作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尚未完善，

案件。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和省

工作中存在推诿现象。

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

4

的行政违法案件”，强化属地管理，推动行政执法

4.1

建议
进一步深化改革
全市应将植物检疫、森林资源和农机等涉农执

重心下沉。市级应侧重于机制建立、监督指导、重
大案件查处和跨区（市）县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

法职能全部纳入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实现统一协调

县级承担具体执法活动。

管理，整合执法力量，强化综合执法。

4.5

4.2

正确认识职能定位

进一步规范执法管理
清理混岗现象，在编不在岗的执法人员应全部

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

归位；加大培训力度，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和业务能

原则，正确区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农业行政主管

力；提高执法证持证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

部门两个不同的执法主体；完善委托执法手续，明

人员也应取得执法证；规范执法证管理，部门综合

确委托范围、相关责任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

型执法证上的工作单位统一为：XX 农业综合执法

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的执行权不得委

总（大）队（XX 动物卫生监督所）；积极推动统

托，应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派出执法人员实施。

一着装，树立农业综合执法良好形象。

4.3

4.6

进一步强化动物卫生监督工作

进一步完善衔接机制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除执法办案外，还有大量的

相对集中型执法体制改革，应进一步明确部门

动物检疫管理工作。在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内部，应

与综合执法局的职责权限，完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支（中）队力量配置、增加基层

单，建立会商、信息共享、监督抽检、联合检查等

检疫人员数量，恢复已撤销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制度，形成顺畅有效的协作配合机制。

“空壳”动物卫生监督所应积极争取编制和人员。

（责任编辑：白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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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个抓手，而凡是保险工作开展推进有力的

强制性规定，不可能同时适用于规模化养殖场和宠

地方，其无害化处理工作都高质量得到了落实。许

物医院两个完全不同的使用环境。针对不同用药对

多养殖场户也提出，希望尽快改变当前政策性保险

象，兽药的用量差异非常大。例如驱虫类药物在宠

品种少、覆盖面窄的现状，实现对养殖畜禽种类的

物诊疗中用量很小，兽药的规格就应该小；而在规

“全覆盖”和对畜禽养殖过程的“全覆盖”。可以

模化养殖场治疗中用量很大，规格就应该大。

说，随着保险政策逐渐深入人心，建立生产与保险

建议随着宠物产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应及时
分类制定兽药用药政策，取消对兽药规格的强制性规
定，从而有效保障和促进宠物诊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6

加快政策性保险创新步伐，用市场化手段全面

提升畜牧业抗风险能力
调研中发现，各地在推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工作的过程中，均将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作为最
70

联动机制，是用市场化手段提高畜牧产业抗风险能
力，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建议加快政策性保险的创新步伐，扩大银行
保险支持兽医卫生工作试点的范围，建立健全以防
范疫病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产业风险防范机制，为整
个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责任编辑：孙荣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