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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新疆伊犁州直属县市屠宰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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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介绍了新疆伊犁州直屠宰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了伊犁州畜禽就地屠宰量低、屠宰场（点）设置不

合理、落后屠宰产能竞争激烈、监管力量弱化等发展痛点，提出了加快编制州县级屠宰企业设置规划、提升企
业冷链物流建设、落实企业分级动态管理、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推进监管等有关思考，以期为强化屠宰监督管理，
鼓励屠宰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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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laughtering industry in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directly under Yili
Prefecture of Xinjiang was introduced，the diﬃ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such as small quantity

of local slaughtering，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slaughterhouses（points），backward slaughtering capacity，

fierce competition and poor supervision，etc.，were analyzed，followed some suggestions，such as speeding
up planning of slaughtering enterprises at prefecture and county levels，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d-chain
logistics，implementing hierarchical dynamic management for the enterprises，and continuing supervision by use of

modern scientiﬁc means，so that some references could be provided for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for slaughtering，encourag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nterprises，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laughtering industry with high quality.
Key words ：live animal transportation ；slaughter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im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public health

近年来，调运活畜的防疫风险日趋增长，加

展。本文简要介绍了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

之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活畜调运

市（以下称伊犁州直）2020年屠宰行业现状，分析

逐步转向畜产品冷链运输，屠宰行业面临挑战与机

了伊犁州直屠宰行业发展和屠宰监管工作存在的问

遇。在此形势下，各地应进一步加强屠宰行业顶层

题，并提出相关发展思考，以期为优化屠宰行业发

设计，推进屠宰行业供给侧改革，如通过“撤改

展和推动行业管理提供依据。

建”等方式合理配置本地屠宰资源，升级“小散

1

弱”的传统屠宰模式，强化屠宰监督管理，鼓励

1.1

屠宰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本地屠宰行业高质量发
收稿日期 ：2021-01-22

修回日期 ：2021-05-15

发展概况
屠宰企业状况
自2015年屠宰监管职能由商务部门移交至农

业农村部门以来，伊犁州直屠宰加工企业经不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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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优化，数量 由2016年 的70家 调 整 至2020年 的43

主，约9 687t，仅占18.4%。

家，其中生猪屠宰场5家、牛羊屠宰场29家（小型

2

屠宰点16家）、家禽屠宰场9家（小型屠宰点1家），

2.1

存在问题
屠宰企业设置欠规范

定点屠宰场占比约为60%（表1）。现有屠宰企业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屠宰场设置规

经营模式基本为代宰模式，屠宰产业延伸少，肉品

划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按照合理布局、适当集

加工率低（屠宰加工企业仅有6家），屠宰企业收

中、有利流通、方便群众的原则制定。由于州县对

入单一，发展潜力不足。

本地屠宰规划缺乏明确的指导性要求，屠宰企业

表1

2016 年、2020 年伊犁州直屠宰行业概况
单位 ：家

牛羊屠宰企业

生猪屠宰企业

家禽屠宰企业

年份 定 点 小 型
定 点 小 型
定 点 小 型
合计
合计
合计
屠宰厂 屠宰点
屠宰厂 屠宰点
屠宰厂 屠宰点
2016

18

27

45

8

2

10

12

3

15

2020

13

16

29

5

0

5

8

1

9

1.2

牲畜调运情况

投资和审批条件较为宽松，在小范围半径中屠宰场
与小型屠宰点多家共存现象存在，导致定点屠宰
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内竞争严重，平均利润率低，
导致机械化程度相对高、屠宰工艺水平较为先进的
屠宰场由于运行成本高，常难以获得更多的畜源，
造成“吃不饱”[1]；投资小、屠宰设备落后的小型
屠宰点，因其运行成本低，屠宰量反而较大。一些

伊犁州直出栏牲畜外调占比大。根据新疆统

地区不同程度出现小、散、乱场（点）关不掉，高

计年鉴及伊犁州直3个州际动物公路检查站的统计

标准企业进不来的现象，导致屠宰场经营投资信心

数据分析，2020年伊犁州直外调运牲畜数量占当年

受挫，屠宰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从而制约了本地区

度总出栏牲畜数量的23.84%，调入牲畜约占4.42%

屠宰行业的转型升级和肉品质量安全的进一步

（表2）。活畜调运风险大。伊犁州直近5年来发

提升。

生的动物疫情中，有近90%来自跨区域调运牲畜传

2.2

根据《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播，但受养殖区域限制及利益驱使因素影响，跨区
域调运牲畜仍为养殖户增收重要渠道之一。
表2

2020 年伊犁州直牲畜调运情况

单位 ：万头 / 万只

屠宰检疫力量弱化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县级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向屠宰场（点）派驻官方兽医实

牲畜类别

出栏

调出

调入

施检疫。现实情况中，官方兽医人员数量难以保障

牛

64.00

25.93

7.29

屠宰场（点）正常的屠宰检疫需求，基层驻场检疫

生猪

36.50

17.95

2.04

人员混编混岗严重，聘用的协检员因薪资待遇低、

羊

443.95

85.89

14.75

工作环境差、工作调动频繁等原因，导致队伍流动

合计

544.45

129.77

24.08

性大，加之基层驻场人员普遍年龄偏大，学历相对

1.3

屠宰肉产品供应情况
伊犁州本地牲畜养殖量大，自给能力充分。

偏低，屠宰检疫操作规范程度低，熟练运用“互联
网+”等科技手段规范开展登记、记录及检疫出证

本地群众肉产品消费以热鲜肉为主，出栏牲畜就地

能力不足，业务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亟待提升。

屠宰后多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需求，牧区群众以

2.3

屠宰监督执法不顺畅

自食自宰居多。根据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数据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动物卫生监督机

统计，2020年伊犁州直共生产肉产品约52 782 t，

构行政执法检查职能被剥离，由农业综合执法机构

其中以热鲜肉形式供应本地市场，约43 095 t，占

接管，一部分官方兽医“人随事走”，动物卫生监

肉产品生产总数的81.6%，冷鲜肉多以销往外地为

督机构仅保留屠宰检疫出证等行政许可职能。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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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践看，屠宰检疫与执法监管衔接不畅。屠宰检

监管等部门共同进行现场审核验收，验收达标后，

疫管理人员、驻场官方兽医因不具备相应执法职

报本级人民政府及上一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核无

能，固定证据线索法理依据不足。农业综合执法人

误后，颁发畜禽屠宰许可证和畜禽屠宰标志牌。政

员也因无法第一时间获取第一手证据，造成违法事

策性推动屠宰加工企业冷链运输，可在本地屠宰设

实无法固定，致使案件查处效果不佳，影响屠宰行

置规划中要求大中型屠宰企业必须建设有与之屠宰

业执法监管效能，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持续存在。

量相匹配的冷链设施，对冷链仓储物流用水、用

3

电、用气价格可设置与工业同价；鼓励屠宰企业打

有关思考

3.1

造绿色有机高端畜禽产品，拓展屠宰企业肉品分割

统筹规划屠宰场（点）设置
制定畜禽屠宰行业规划需遵循产业化、现代

深加工、肉品配送以及连锁经营能力，可选取本地

化发展道路和新时期市场经济规律，以提高生产技

1~2家屠宰加工企业试点实施区域内配送点建设，

[2]

术及工艺水平，发展精深加工产品为导向 ，由县

充分利用品牌感召力、品种丰富度、购买便利性满

级人民政府组织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保、

足居民现代化的消费需求，提升冷鲜肉市场份额，

市场监管等部门立足当地土地资源、市场条件、供

为行业冷链建设和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对配送

求关系等，按“压点提质，稳定市场，促进产业”

点建成验收合格的，按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的原则，重点对行政区域内小型畜禽屠宰点的数

3.3

推进屠宰企业分级管理

量、布局、规模进行设置规划，通过政府征收、补

对屠宰企业实行分级动态管理，强化监管效

贴等方式整合现有小型屠宰点，对划定的区域内

能，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定点屠宰企业分级管理

原则上只保留1家小型屠宰点。州市一级在综合县

办法》，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牵头，联合环保、市

级规划基础上，统筹制定州市区域内屠宰场设置规

监等部门，组织行业专业人员，定期对各地屠宰企

划，按照“减数量、标准化、改模式、建冷链”的

业各项指标进行细致量化评分，逐项计分并定级。

总体思路，鼓励支持屠宰加工企业在养殖生产优势

评分内容既包括企业选址、布局、设施设备等基本

区域合理分布，必要时可打破屠宰场按行政区划设

指标，也包括制度实施、牲畜来源、屠宰过程质量

置规定的固有模式，突破县级地理位置限制，通过

控制、产品出厂（场）查验等动态因素。对出现重

兼并、收购等方式整合原有屠宰资源，优化屠宰企

大食品安全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制，并将评分结果及

业设置模式和结构布局，逐步形成以跨区域流通、

时对外公布，激励、引导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条件[3]。

全产业链的现代化大中型屠宰加工企业为核心，以

3.4 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提升肉产品质量安全

本地区标准化屠宰企业为重点，满足地处边远，仅

明确屠宰企业肉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

供本地供应的小型屠宰点为补充的完备畜禽屠宰行

范代宰行为，要求代宰屠宰企业与代宰户签订代宰

业体系。

协议，明确各方责任，并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备

3.2

严格新建审批，支持肉产品冷链建设

案，代宰企业要严格落实畜禽入场查验登记、“瘦

对拟新建的屠宰场（点），地方政府可采取

肉精”抽检、肉品品质检验、出厂检查、无害化处

向社会公开招标方式，吸引具有实力的投资者进驻

理以及车辆进出场消毒等规定。鼓励屠宰企业提升

屠宰行业。坚持环保优先的原则，对环保设置前置

防疫硬件水平，通过整合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

审查，之后各职能部门按法定职责进行各环节资质

理等防疫项目资金，采取“先建后补”的形式，支

审批后，屠宰场、屠宰点分别由州、县人民政府组

持屠宰企业建设洗消通道，完善无害化处理设备

织，本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生态环保、市场

等。严格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制度，屠宰企业必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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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与之相匹配的肉品品质检验员，州、县畜牧主管

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和屠宰检疫“五不

部门加强对企业肉品检验员的日常培训，并进行屠

得”规定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宰检疫理论和操作考试，考试合格颁发合格证书，

3.6

新《动物防疫法》明确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纳入屠宰检疫协检体系，确保出场畜产品质量安全。
3.5

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监管水平
新形势下的屠宰监管工作应充分运用现代化

科技手段，整合各类资源，建设包括养殖生产、动
物免疫、屠宰监管、畜产品检测的畜牧兽医大数据
应用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手机
APP”等技术手段，实现牲畜从养殖免疫、检疫出
证、流通监管、屠宰入场、流通市场全过程追溯。
一是将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与畜禽屠宰管理系统
及农产品追溯系统相关联，实现数据共享，对日常
化抽检发现的问题产品追踪溯源，明确养殖、屠宰
企业责任，对违规企业实行“黑名单”联合惩戒，
纳入行业失信企业。二是申请项目资金实施视频联

进一步理顺检疫工作与监督执法衔接

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监督检查执法工作，由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派出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检疫。各地应
认真研究，充分考虑动物检疫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
延续性，对尚未完成改革的，应充分推动将检疫监
督和执法检查职能统一划转至农业综合执法机构，
由其集中行使行政权力，确保检疫监督和行政处罚
紧密衔接和有效实施[4]；对改革已完成并分离检疫
和执法职能的，应研究制定检疫技术支撑和执法检
查工作衔接机制，明确官方兽医、检疫技术人员固
定违法证据的义务和第一时间移交线索的责任，农
业综合执法人员及时对违法事实按程序立案调查，
做到两者有效衔接、依法开展。

网项目，对区域内屠宰场全部实行可视化管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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