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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后基层兽医防疫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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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各涉农区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天津市基层兽医防疫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形势下基层动物防疫

工作仍存在困难和挑战。本文从乡镇兽医防疫人员、村级防疫员两个方面对天津市基层兽医人员基本情况进行
了调研，总结分析了基层兽医防疫体系存在的管理体制不畅、基层防疫人员待遇普遍较低、基层兽医技术服务
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最后，从深入贯彻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加强基层畜牧兽医人员

培训、完善基层设施建设、推进社会化服务等 5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增强基层兽医
防疫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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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Veterinary System after Institutional Reform
Li Wengang，Han Keyuan，Wang Zhen，Wang Fangrui，Yang Ying，Zhu Xiangdong
（Tianji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Tianjin 300402，China）
Abstract ：As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agricultural areas was generally completed，the grassroots veterinary system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had been greatly changed in Tianjin，but there were still some diﬃ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such efforts under new situation. In the paper，the gener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grassroots veterinarians at
the levels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was investigated，relevant problems such as poor management systems，low
remuneration，inadequate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etc.，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followed by specific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latest revis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stabilizing the team of grassroots veterinarians at village
level，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veterinarians，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facilities，and
promoting socialized services，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veterinary system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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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

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乡镇畜牧兽医站的职能与人

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组建农业农村部，地方

员并入乡镇政府管理后，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开展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改革自上而

到了很多困难 [2-3]。2021 年初，天津市各区机构改

下逐步实施 [1]。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因机构改革

革基本完成，乡镇畜牧兽医站隶属关系的转变对基
层动物防疫工作冲击较大。当前，着力加强基层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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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防疫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殖的村 3 318 个；村级防疫员 598 人，其中专职村

1 天津市基层兽医人员基本情况

级防疫员 417 人，兼职村级防疫员 181 人。村级防

1.1 乡镇兽医防疫人员

疫员由乡镇畜牧兽医站职工、长期雇用的兽医人员

天津市现有 10 个涉农区，共 158 个乡（镇、街）。

以及临时雇用的兽医人员担任。每名村级防疫员平

有畜禽养殖业的乡镇 150 个，机构改革前设有乡镇

均负责 5.5 个村。从年龄、学历、职业技能等 3 个

畜牧兽医站 126 个，其中蓟州区 26 个、宝坻区 23 个、

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村级防疫员呈现年龄偏大、文

武清区 29 个、静海区 17 个、宁河 9 个、津南区 4 个、

化程度偏低、执业兽医资格考试通过比例低等特征

东丽区 3 个、北辰区 4 个、西青区 4 个、滨海新区

（表 2）。

7 个。改革后，宝坻区 23 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并入区

表2

天津市村级防疫员基本情况

畜牧水产服务发展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

年龄

人数

他 9 个区乡镇畜牧兽医站职能与人员均并入镇政府

30 岁以下

35

硕士

0

下设的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专业技术工作接受区级

30~39 岁

137

本科

98

40~55 岁

322

大专

210

其他证书 *

151

55 岁以上

104

高中及中专

183

无证书

431

初中及以下

107

兽医机构指导。
乡镇兽医防疫人员主要承担乡镇辖区内动物强
制免疫、产地检疫、疫情报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监督和产地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 5 项职责以及

学历

人数

职业技能

人数
13

执业兽医师

3

执业助理兽医师

注 ：* 指机构改革前，由天津市畜牧兽医局组织考核并颁发
兽医从业证书。

辖区内畜牧业发展规划、计划的组织实施、畜禽品

村级防疫员聘用方式主要有 3 种：区级兽医机

种改良、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建立以及畜牧兽医新

构通过劳务派遣机构聘用（宝坻区、东丽区、西青

技术的推广、指导、服务等。

区以及滨海新区的胡家园街、北塘街、新城街），

机构改革前，全市乡镇畜牧兽医站共有专职防

区级兽医机构直接聘用（武清区、静海区、宁河区

疫人员 620 人，从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限、

和津南区），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社区）聘用（蓟

职业技能 5 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专职防疫人员呈

州区、北辰区和滨海新区的杨家泊街、塞上街、茶

现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新员工少、执业兽医

淀街、汉沽街、小王庄镇、太平镇、古林街、海滨街、

资格考试通过比例低等特征（表 1）。2018 年机构

中塘镇）。聘用年限为 1~3 年或无限期。因各区财

改革完成后，大部分人员虽然转隶至乡镇政府，但

政状况不同，村级防疫员个人收入差别较大，最高

仍然承担着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的为宝坻区（每人每月 4 600 元），最低的为宁河

1.2 村级防疫员

区（每人每月 1 400 元）。

全市目前共有行政村 3 735 个，其中有畜禽养
表1
年龄
30 岁以下

人数

学历

村级防疫员主要职责：按规定向基层动物防疫

机构改革前天津市乡镇畜牧兽医站专职防疫人员基本情况
人数

职称

人数

工作年限

人数

职业技能

12

硕士

9

高级

38

5 年以下

21

执业兽医师

30~39 岁

130

本科

210

中级

115

5~10 年

24

执业助理兽医师

40~55 岁

372

大专

155

初级

160

11~20 年

141

其他证书 *

55 岁以上

106

高中及中专

132

无

307

21~30 年

232

无证书

初中及以下

114

30 年以上

202

人数
19
9
89
503

注 ：* 指机构改革前，由天津市畜牧兽医局组织考核并颁发兽医从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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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报告疫情，负责所在村的强制免疫、佩戴畜禽

管理呈弱化趋势。目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

标识、建立免疫档案 / 免疫卡等；统计所在村畜禽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任务繁重，需要兽医主管部门和

存栏、出栏、补栏、死亡等情况，并按照规定向基

基层兽医人员紧密配合，管理上的脱节对基层动物

层动物防疫机构报告；监督病死动物处理，协助做

疫病防控工作势必产生不利影响。

好产地检疫报检工作以及完成基层动物防疫机构交

2.2 基层动物防疫力量结构不合理、人员素质不高

办的其他工作。
2 存在问题

经计算得知，目前乡镇、村级防疫人员中 40
岁以下占比分别为 22.9% 和 28.8%，年龄总体偏大，

原乡镇畜牧兽医站和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作为

缺乏新鲜血液补充，存在年龄断层。乡镇、村级防

动物防疫工作的基础力量，是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

疫员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 60.0% 和 51.5%，大

量安全监管措施落实的关键，是畜牧兽医部门履行

专以下学历人员数量较多，学历水平总体偏低，专

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重要力量，

业技能较差。2009 年农业部印发的《农业部关于深

也是政府为农民提供畜牧兽医技术公共服务的桥梁

化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的意见》
（农医发〔2009〕9 号）

和纽带。近十多年来，天津市按照《国务院关于推

要求，确保乡镇畜牧兽医站上岗人员中畜牧兽医专

进兽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5 号）

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 80%。目前离这一要求尚有

要求，积极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加强和完

差距，亟待按照国家规定，把好乡镇畜牧兽医站人

善动物疫病防控，理顺了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起一

员入口关，优先录用专业技术人员，加强教育培训，

套完整的市、区、乡镇、村 4 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保障防疫工作持续高效开展。

为实现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准确、及时、高效处置起

2.3 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待遇偏低

到了巨大作用。

基层防疫人员劳动强度大，待遇普遍偏低。村

但是，随着乡镇畜牧兽医站转隶至乡镇政府，

级防疫员以兼职为主，劳动报酬由市、区两级财政

以及基层防疫人员承担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和畜产

共同担负（市财政担负 75%、区财政担负 25%），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日益繁重，基层兽医防疫体系

然后由区畜牧部门核定养殖村数，按每个养殖村发

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放 400 元、每个村级防疫员负责 5~6 个村计算，一

2.1 动物防疫管理体制不畅

般情况下每名村级防疫员月收入为 2 000~2 400 元。

《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村级防疫员工作条件艰苦，例如交通、通信、办公

（国发〔2005〕15 号）中明确提出，加强乡镇畜

等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发生疫情时，每日巡

牧兽医站改革应坚持“县级派出机构、稳定专业队

查、采样、检疫等工作常因交通工具（车辆）不足，

伍、强化公益职能、经营走向市场”的理念。经营

不能及时完成。并且，防疫人员经常无偿加班加点，

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分开，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

身体及精神双重压力较大。因此，亟需改善基层兽

经费等由所在乡镇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当地兽

医人员工作条件，完善和落实各项补贴和津贴。

医主管部门对乡镇畜牧兽医站工作只具有业务指导

基层防疫人员经常直接接触家畜、家禽，极

职能。有的乡镇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重要性缺乏足

易感染人兽共患病原，如天津市曾出现基层兽医人

够认识，加之乡镇政府事务繁多、压力较大，划归

员患“布病”等情况。工资体制改革后，人力资源

乡镇政府管理的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疲于应对乡镇

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农业有毒有害

的维稳、环保督察、村支部及村委会换届选举等事

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通知》（人发

务，占用大量工作精力和时间，导致基层防疫体系

〔2015〕99 号），要求津贴调整从 2016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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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执行。据调查，目前天津市只有 2 个区完成发放，

要求，天津市乡镇畜牧兽医站基础设施设备在一定

其他各区没有参照执行。

时期内得到了升级改造。2018 年机构改革以来，各

2.4 基层兽医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

级财政向乡镇畜牧兽医站投入减少，而工作任务不

机构改革后，乡镇畜牧兽医站只具有公益化职

断增加，原有设施设备不能满足防疫和畜产品质量

能，原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的动物诊疗、兽药饲

安全监管工作需要，目前普遍存在工作条件艰苦等

料经营等经营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当前兽医技术

困难。为增强基层防疫力量，建议各级财政加大专

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畜禽规模养殖场可由疫苗厂

项投入，改善乡镇兽医防疫人员工作条件，从而确

家或兽药企业主动提供技术服务，而一些养殖量较

保基层动物防疫工作高效完成。

少的养殖户无人问津，出现服务空白，这为基层动

3.5 推进社会化服务，补齐基层防疫短板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动物

物防疫工作埋下隐患，需引起各方面足够重视。
3 意见和建议

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

3.1 宣传贯彻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

办牧〔2020〕53 号）要求，天津市计划于 2025 年

明确主体责任与各机构分工，逐步建立乡镇政

全面取消政府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全市所有

府与区（县）兽医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合作履职的

养殖场户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覆盖率达到

[4]

联动机制 。通过新机制运行促使乡镇兽医防疫人

100%。借此契机应加快制定并出台地方配套法规政

员从非专业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明确职责，

策，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培育多元化社会服务机构，

专心于本职工作，规范和提升畜牧兽医站的职能履

鼓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方服务主体参与到强

行，促进畜牧兽医各项工作全面开展和落实。

制免疫工作中来，鼓励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养

3.2 完善管理机制，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

殖龙头企业、兽药生产企业、兽药经营企业、疫苗

村级防疫员队伍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所在养殖地

经营企业等组建社会化服务队伍，提供疫苗经销、

区防疫工作的成效，通过建立、完善和落实村级防

免疫接种、效果评估等第三方服务 [1]。通过不断推

疫员聘用、上岗、评价考核、培训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动完善社会化服务，不仅可缓解乡镇兽医防疫人员

将符合条件的村级防疫员专职化，与其签订聘用合

不足的问题，同时可增强乡镇防疫工作的整体力量，

同，提高工资待遇，落实各项工作补贴，稳定人员

提升整体技术服务能力，便于将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队伍。

做实做细。

3.3 加强基层畜牧兽医人员培训，增强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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