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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完善兽医管理政策，促进兽医事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了解离岗基层兽医养老现状，以实地走访和查

阅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永州市 2 137 名离岗基层兽医的离岗方式、年龄状况、生活来源以及信访等情况进行调查。
调研发现，永州市离岗基层兽医存在清退人数多，老龄化严重，大部分依靠务农或子女赡养，信访人次多等问题。
本文进一步从政策制定与落实、体制改革、津贴落实、严格准入、专业素质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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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rass-roots veterinarians'pension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veterinary management policy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eterinary
undertaking .[Methods]Through on-site visits，inquiries，and access to relevant documents，we have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way of resigned，age status，source of life and petition situation of 2137 grass-roots veterinarians in
Yongzhou. [Result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numbers of grassroots veterinarians were dismissed along with veterinary
system reform whereas the remaining group facing a growing aging problem，most resigned grass-roots veterinarian
relyed on farming or were supported by their children，there were many petitioners among them. [Conclusio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on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institutional reform，distribution of allowances，
strict access standard，profess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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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背景

永州市以前被称之为零陵地区，自古就有兽

永州市是湖南省地级城市，位于潇、湘二水

医为畜禽看病。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公社成立

汇合处。永州市养殖业发展迅速，经几代人的辛苦

兽医站，给每个大队配备 1名防治员，即乡村兽

耕耘，打造了享誉全国的“舜皇山土猪”“东安

医，也称赤脚兽医，让其承担政府所分配的工作任

鸡”等本地品牌。近几年，永州市养殖业内又出现

务。20世纪60 年代，我国提出大力发展养猪业，

了“永州速度”“永州现象”及“永州样板”等在

基层兽医队伍得到了充实。1974 年，永州市通过

本省内乃至全国予以推广的好经验和做法。永州市

培训、考核方式，按“合作防治”原则，确立了大

养殖业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增收

集体岗位编制的乡镇兽医人员；1984—1985年，将

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永州市离岗基层兽医为永州市

乡镇畜牧兽医站在册人员转为集体所有制职工；

养殖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1992年，将原“零陵地区畜牧水产总站防疫站”更
名为“兽医卫生监督所”，并由其统筹指导各县区

通信作者 ：李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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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工作；1996年，进行兽医机构改革，将乡镇畜

2）。在基层兽医被清退之后，许多年轻兽医认为

牧兽医站在册人员由乡镇集体所有制人员转为全民

基层兽医收入没有外出打工收入稳定，况且基层兽

事业单位合同工；2000—2002年，将各县区乡镇事

医工作环境脏、乱、差，因而放弃了当前的兽医工

业单位的“四权”下放，将乡镇畜牧站在册人员由

作，这更加剧了基层兽医老龄化趋势。
表 2 永州市离岗基层兽医现阶段的年龄统计

县畜牧水产局下放到乡镇管理，并成立了“动物防
疫站与兽医联站”；2004年，再次将“兽医卫生监
督所”更名为“动物卫生监督所”。同年，湖南省
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公益性与经营

年龄
40 岁以下 40~50 岁 50~60 岁 60~70 岁 70~80 岁 80~90 岁 90~99 岁
阶段
88
171
177
1096
501
99
5
人数
4.12%
8.00% 8.28% 51.29% 23.44% 4.63% 0.23%
占比

2.3

生活来源

性职能分离”的原则，组建了承担公益性职能的乡

《意见》要求，以县为单位出台相关政策，

镇动物防疫站。历经多次机构改革后，很多在岗基

妥善安置未进入乡镇动物防疫站的下岗分流人员，

层兽医被清退。2011 —2012年，永州市撤销“乡

优先安排其从事动物诊疗、“去势”和畜牧物资经

镇畜牧站等站所”，成立“乡镇农业综合推广事物

营等工作。部分老兽医因此返聘回村当村级防疫

中心”，将当时符合条件的在职、在编、在册乡镇

员。但县级安置的人员数量毕竟有限，更多的离岗

畜牧人员转变为中心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属乡镇事

兽医通过务农、转行、子女赡养来谋生。随着规

业编制人员，其工作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工资报

模养殖场的推进，散养户的减少，部分基层兽医的

酬由县财政统一发放。

经济来源受到了直接影响。在无生活经济来源142

2

名老兽医当中，有低保人员5名，依靠社会救助的7

群体现状
经过6个月的实地走访，对离岗基层兽医的离

岗方式、年龄状况、生活来源以及信访等情况进行
了摸底调查，共统计了13个县区的2 137名离岗基
层兽医信息（市、县防疫站在岗兽医除外）。
2.1

离岗方式
绝大多数兽医是以被清退的方式离岗的。在

人，五保户2名（表3）。
表 3 永州市基层老兽医生活来源方式统计
生活来源
无生活
退休金 子女赡养 务农 转行务工
方式
来源
106
621
1 004
210
142
人数
4.96% 29.06% 46.98% 9.83%
6.64%
占比

2.4

未知生活
来源
54
2.53%

兽医信访

2 137名离岗基层兽医中，因机构改革被清退的兽

自乡镇“七所八站”改革以来，在调研的13个

医数量超过离岗总人数的80%。其他离岗方式还

县区中，有11个县区出现过离岗基层兽医因养老问题

有未转正、畜牧场解散、自动离职、解招专防员

上访的现象。部分乡镇离岗基层兽医曾多次到市畜牧

等。此外，仍有15名基层兽医处于待岗状态。只

水产局、县畜牧兽医联站等部门上访，要求解决其工

有不到10%的兽医（152名）是通过退休方式离岗

资待遇及养老保险问题。虽经一一调查回复，部分老

的（表1），且其中还有46名无退休工资。

兽医养老问题被解决，但大部分离岗基层兽医不符合

表 1 永州市离岗基层兽医离岗方式统计

现有安置政策而无法满足其诉求。这相比民办教师、

离岗
集体畜牧 自动 解招专
其它原因
清退 退休 未转正
待岗
类别
场解散 离职 访员
离职
152
92
11
8
5
15
98
人数 1 756
占比 82.17% 7.15% 4.31% 0.51% 0.37% 0.23% 0.70% 4.59%

乡村医生养老问题的解决，基层离岗兽医这个群体要

2.2

严重影响了畜牧水产部门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也给

年龄状况
永州市兽医体制改革距今已有13年。在改革

期间，不断有兽医被清退。被清退的兽医呈现老
龄化，60岁以上的兽医人数超过总人数的80%（表

[1]

求解决养老问题的诉求愈发强烈 。继而多名离岗基
层兽医为养老保险和发放生活补助问题反复信访。这
政府带来了极大的维稳压力。
2.5

行业现状
离岗基层兽医普遍存有技术素质参差不齐、
55

老龄化、非专业人士居多等问题。这些兽医多没有

少了收入来源。服务领域被侵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经过系统培训，也未取得相关的兽医从业资质，无

畜牧兽医站人员综合技术素质不高

法正常从事兽医诊疗工作，主要在春防秋防期间协

技术素质偏低，大多安于现状，所以无法与政府进

助从事村级动物防疫以及平时的动物“去势”等工

行良好的工作衔接，难以应对当下重大动物疫病防

作。而且在从事兽医工作时，缺乏自我防护意识。

控的形势，无法适应当代兽医发展的需要。

此外，基层也缺少消毒隔离设施、防护用品等，诊

4

在“三去一降一补”全面深化改革中，农业
是三大产业的短板。畜牧兽医业更是农业的短板。

原因分析

3.1

。因基层兽医

解决对策

疗设备也十分简陋。
3

[3]

无论是在动物疫病防控，还是动物卫生监督方面，

政策因素
基层兽医机构是乡镇“七站八所”中最早成

都需要补齐这块短板。离岗基层兽医养老问题，在

立的基层事业单位，在兽医体制频繁改革、曲折发

湖南、北京、吉林、河北、甘肃、江苏、山东、湖

展的历程中，大致可分5个阶段：第1阶段：1953—
1958年，组织成立民间兽医协会；第2阶段：1963

北等省（市）都有相关报道，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

年至文革，恢复公社兽医站；第3阶段：1973—
1983年，重新建立公社兽医站，开展“畜病合作防

4.1

治”；第4阶段：1985 年省政府解决乡镇畜牧兽医

对象应规定为持有相应资格证书，并在兽医岗位连

站的户粮关系；第5阶段：2004 年至今，按照“公

续工作满15年以上；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

益性与经营性职能分离”的原则组建了承担公益性

周岁。关于离岗兽医资格审查，由各镇初审，畜牧

职能的乡镇动物防疫站。基层兽医机构的成立、解

水产部门最后审定；工作年限认定必须以证书签发

散、恢复的循环往复，不仅使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生

日为准。继而确定予以补助的全市离岗基层兽医人

全国性问题，需要政府多措并举加以解决。
制定方案
制定离岗基层兽医养老问题解决方案。补助

存发展受挫，也让基层兽医的生活受到影响 。

数，并制定生活补助标准。

3.2

4.2

[2]

准入因素
20世纪大力我国大力发展农业，对兽医的数

财政扶持
建议县区、镇财政对退休老兽医的退休养老

量需求增多，以致当时的基层兽医准入门槛较低。

金及时拔付，发放到位。费用由镇与县区财政共同

对兽医感兴趣的人，只要通过拜师学艺或者“祖传

分担。按照属地原则，兽医人员参加事业单位养老

父教”，便可以加入基层兽医的行列。有些村的基

保险，执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由县财政负担

层兽医数量多达5~6名。学历门槛低、宽松准入及

单位承担的部分资金。

随意退出等多种因素，造成基层兽医技术素质参差

4.3

不齐，难以管理。
3.3

行业因素

执行监督
畜牧水产、财政、人社、信访等部门要加强

对乡村老兽医生活补贴发放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

行业本身并无贵贱之分，但传统行业与新兴

纳入补贴范围的离岗基层兽医，各县、区、镇、

行业存在财富创造速度以及收益回报率的差异。畜

村要严格把关，每年审核1次，并将结果公示，接

牧兽医行业属于农业。我国农业虽然历史悠久，但

受群众的监督 。对不符合补贴政策的离岗基层兽

是大多是粗放型的，是三大行业里的薄弱环节。畜

医，要做好解释与安抚工作。

牧兽医更是薄弱行业里的薄弱部分。随着农业机械

4.4

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对大型动物依赖性降低，动物
防疫与诊疗只限于在畜禽养殖场开展了。
3.4

自身因素

[4]

落实津贴
经国务院批准，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

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以下简称“两项津贴”）从
1997年1月1日起调整发放标准和范围。这是国家为

目前，全国有33%的基层畜牧兽医站运作困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职工生活待遇的重大

难，主要原因是其本身的服务领域被侵占，因而减

举措，但在永州市并未完全执行到基层兽医。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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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力资源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有毒有害保

对于待岗的15名兽医，应该妥善安置，优先安

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通知》（人社部

排他们上岗。同时，要严格规范定向委培渠道。如

发〔2015〕99号），详细规定了执行范围与标准。在

今的兽医都持证上岗，会用现代化检验手段，实时

岗基层兽医是符合其中的二类、三类执行标准，因

监控畜禽健康，做好疫病防治工作。现代动物疫病

此应早把该政策落实到基层兽医群体中去。

防控形势与动物福利标准，对兽医专业技术水平的

4.5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兽医工作者拥有更深的专

社会化服务
现代畜牧业发展、动物疫病防控形势、畜产

业知识以及更强的技术技能。因此，兽医教学可以

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卫生和生态保护等都对专

借鉴美国，严格兽医专业教学培训，把兽医教育做

[5]

业化、社会化兽医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议

精做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新时代兽医的需要。

政府以购买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方式，下发免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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