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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成效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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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是在我国信息化、网络新技术不断完善基础上自主研发和创新中

建立起来的，实现了多项功能全国领先，为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做出了较大贡献。本文通过
回顾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发展历程，描述了运用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当地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效率
和成绩，并建议进一步利用好当前的信息化、网络新技术，提升完善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以推动动
物卫生监督事业持续高效发展。
关键词 ：监督执法 ；信息化 ；可追溯管理 ；内蒙古
中图分类号 ：S85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5-944X.2021.07.013

文章编号 ：1005-944X（2021）07-0056-03

Achievement and Prospect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 Inner Mongolia
Li Runqing，Zhang Fuzhu，Zhao Jingjing，Xiu Ying，Wang Zhanbin，Xu Dawei，Yang Haiyan，Wang Jing
（Inner Mongolia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stitution，Hohhot，Inner Mongolia

010051，China）

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 Inner Mongolia is independently

and creatively established based 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alized network technology in China，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in Inner Mongolia due to its leading functions.
In the paper，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ystem was reviewed，the eﬃciency and achievements of local eﬀorts
achieved by the system were described，followed by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promoting sustainable and eﬃcient
development of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through improving the system by the current informationalized network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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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给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带来根本

化、数字化、网络化、痕迹化和可追溯管理。

性变化的同时，也给兽医管理和服务带来了革命性

1

的变化，多地也积极开展了动物卫生信息化监督管

1.1

[1-2]

发展历程
起步阶段（2004—2008年）

。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

起初，以单位内部网络为基础，自行研发了

管理系统是结合本地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实际，通

文件资料、企业监管、培训考试等管理软件，其间

过自主研发和创新改进中发展起来的。该系统运用

进行了多次改版升级，建立了从业人员追溯系统、

互联网平台，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采集每个执法

工作信息数据库以及自治区和盟市之间网络文件审

单位、每个官方兽医和所有管理相对人工作流程中

核系统，初步实现了自治区和盟市旗县动物卫生监

的相关数据，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链条，保障数据

督检查的数据共享。至2008年，各盟市通过该系统

传输流转，从而实现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信息

发送动物卫生监督文件信息，完成了43家规模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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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平稳起步。
1.2

与业务工作融合（2009—2014年）

2

取得的成效

2.1

动物产地检疫率明显提升

以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为平台，对

强化对屠宰厂的监督管理是防制动物疫病传

内蒙古全区动物养殖场、屠宰场等7类监管场所组

播的关键环节。内蒙古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

织开展了“过程监督、风险控制、可追溯管理”监

管理系统以屠宰厂为切入点，将屠宰动物和动物产

管模式试行行动，将监管场所纳入动物卫生监督执

品出证挂钩，屠宰厂如不按要求录入屠宰动物产地

法网络化动态管理，使执法机构从终端动物和动物
产品的监管转变为从饲养场到屠宰的全过程动物卫
生监管，建立起了“预防性监督、常态化管理”的
长效工作机制。其间，全区官方兽医、执业兽医、
乡村兽医、防疫员、协检员都有了登陆账户，全区
实现了动态化、痕迹化管理，为实施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A、B证）电子出证提供了条件。至2014年，
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所监管的2 739家
养殖、屠宰加工、流通等场所被纳入自治区动物卫
生监督网络化管理系统，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
水平进一步提升。
1.3

与国家数据库对接（2015—2016年）
结合农业农村部全面推行动物检疫电子出证

工作要求，经部兽医局批准后，以动物卫生监督信
息化管理系统为平台，开展了电子出证试点工作，
在呼和浩特、赤峰、巴彦淖尔等地市的5个旗县开
展了电子出证试点。在试点地区成功实现电子出证
的基础上，自治区建立了全区动物检疫出证数据库
（SQL数据库）并与国家数据库对接，为全面实施
电子出证（A证）奠定了良好基础。
1.4

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
内蒙古着力推进“互联网+动物卫生监督”深

度融合，进一步完善了有关信息管理系统，大力推
行手机APP的应用，为广大养殖场户提供更加便捷
的服务。同时，为满足蒙古族群众了解相关信息的

检疫证明信息，就不能进行出入动物产品检疫申
报，此一项创新工作，使全区动物产地检疫率由不
足30%提至70%以上。
2.2

屠宰检疫出证更加规范
全区屠宰企业的屠宰检疫出证过程全部通过

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无缝对接：屠
宰动物入场信息通过系统传送到企业平台→企业管
理员确认信息并传送给驻场官方兽医平台→驻厂官
方兽医接收企业确认的信息→根据企业信息官方兽
医现场进行宰前检疫→检疫合格的动物入厂屠宰→
驻厂官方兽医现场同步检疫和宰后检疫→驻厂官方
兽医根据屠宰的动物数量产生产品指标，打印出具
有“内蒙古自治区动物产品可追溯标识”的动物产
品检疫证明。以上环节环环相扣，使企业工作和驻
厂官方兽医检疫监管工作有效衔接，明确了屠宰厂
和驻场官方兽医的职责分工，使屠宰检疫出证更加
合理规范。
2.3

官方兽医工作实现痕迹化管理
2012年起，全区通过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

理系统，对官方兽医全面实施痕迹化管理。3 100
名官方兽医通过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开
展电子出证、查询统计、到达监管等管理工作。官
方兽医开出的每一张动物检疫证明都记录在系统
内，实施全流程痕迹化管理，从而实现了官方兽医
工作的数字化、痕迹化监督考核。
2.4

实现了无纸化电子检疫出证

需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动物

内 蒙 古2019年 正 式 推 广 了 无 纸 化 电 子 检 疫

卫生监督蒙文版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实现了互联网

证。原来货主要去报检点申报产地检疫，耗时耗

模式下的蒙汉双语动物卫生监督信息服务的推送及

力，实施电子检疫证后，货主在启运地登陆系统手

科普。

机APP端申报后，就可以获得电子二维码检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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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便利了货主。同时，官方兽医也无须到报检点

的车辆。各地官方兽医通过手机版APP及时获得省

电脑打印检疫证，通过手机在出证地协检员的配合

外和省内的到达监管数据，有效对生猪和产品进行

下，即可远程出具电子检疫证明，极大提高了官方

到达监管和消毒隔离处理。尤其是开发的关闭检疫

兽医的工作效率。

证出证功能，有效防止了违规申报和出证，从而限

3

制了生猪和生猪产品的无序流动，达到了疫病防控

行业正向效应显现

3.1 信息化建设积极推动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发展
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分为政
务平台、企业平台和手机平台，三个平台互相关
联、各负其责、数据共享、协调运行，覆盖了全区
所有兽医业务工作和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当前全
区3 100名官方兽医、7 598家企业、14 570辆动物
运输备案车辆、589 700名养殖户或贩运人全部应
用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监管数
据录入、电子出证、检疫申报、企业经营管理等。
系统数据已经达到较大数据规模，并实现了大数据
在3个服务器上备份和同步，做到了网站无间断服
务，保障了各项监管工作和电子出证工作的顺利完
成，实现了以前无法完成的检疫、监管、动物达到
监管、车辆备案数据的及时高效查询，为行业部门
制定畜牧产业发展规划、动物防疫政策等提供了信
息支持。
3.2

为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和疫情追踪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
2018年，在内蒙古发生非洲猪瘟后，内蒙古
借助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系统成功追溯了疫点
生猪来源，官方兽医出证记录及生猪去向，有力有
序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同时，对全区数个非
洲猪瘟疫点的出入动物和动物产品进行了数据统
计，了解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流动趋势，通过分析疫
病来源，组织人员有效拦截了非法运输生猪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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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3.3 进一步保障了动物源食品安全
全区养殖出栏畜禽从产地检疫到屠宰上市的
全部链条信息都储存在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
管理系统，并与“内蒙古自治区动物产品可追溯标
识”进行了关联，消费者可以利用手机扫描“内蒙
古自治区动物产品可追溯标识”二维码可以得知动
物产品的动物产地信息、检疫信息、屠宰信息等，
从而使消费者放心食用内蒙古自治区的动物产品。
4

展望
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和5G网络基础设施

的进一步加强，全区将进一步加强手机版APP功
能，将PC版的功能模块移植到手机版APP内，完
善电子签章，减少纸质记录，增加照片数据、地理
数据、声音数据、视频数据，更加充实检疫监管基
础大数据[3]，使各项动物卫生监管工作数据化、网
络化，将内蒙古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工作推至新的
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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