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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发展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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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发展现状，采用实地走访及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

对兽医实验室相关人员、主要动物疫病监测经费投入、实验室检测量等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湘西州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机构存在业务工作衔接不顺畅、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经费不足、生物安全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针对存
在的问题，结合当地实际对湘西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设、管理等提出了建议，以期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机构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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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Suggestions to the Status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in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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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Aﬀairs Center，Jishou，Hunan

416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tatus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in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nan Province，the data concerning personnel related to veterinary laboratories，fund inputs into
surveillance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volume of laboratory tests，etc.，were collected by ﬁeld visit an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upon analysis，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were found，including poor connection of
business，lack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taff，insufficient funds，imperfect bio-safety system，etc.，against
which，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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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着动物疫病监测、

后发展方向进行简要探讨，以期为动物疫病预防控

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预警分析等任务，是畜

制机构进一步改革提供参考。

牧兽医体系的技术支撑机构，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1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情况

至关重要。随着畜牧业发展及机构改革不断推进，

湘西州辖区内共有 8 个县市，每个县市有 1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定位和发展面临较大冲

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加上州级机构，共有 9

击。通过采用实地走访及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

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州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就目前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简称“湘西州”）各级

机构名称为湘西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经湘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今

西州编委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科级全

收稿日期 ：2021-04-08

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于湘西州畜牧水产局。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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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辖区内动物疫病监测、实验室诊断、流行病

设有 15 个功能室，分别为解剖室、接样室、样品

学调查、疫情分析以及相关防控技术方案制定、辖

处理室、样品保存室、档案室、血清学试验室、病

区内养殖场（户）技术指导等工作，内设办公室、

原学试验室、洗涤消毒室、仪器室、试剂准备室、

财务室、兽医实验室等职能部门。8 个县市动物疫

物资室、核酸提取室、荧光 PCR 室、普通 PCR 室、

病预防控制机构均为各县市畜牧局的二级机构，职

电泳室，各功能室均按要求合理布局；仪器设备齐

能为动物疫病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等，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但无独立的财务权和人事权。
1.1

洗板机、高压灭菌锅、II 级生物安全柜、核酸提取

人员基本情况
9 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共有工作人员 77

名，具体信息见表 1。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55 名，
占比 71.4%，非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从事财务、人
事、办公室、司机等工作）22 名，占比 28.6%；
工作人员年龄多分布于 40~50 岁（占比 53.2%），
年轻人较少，人员结构老龄化较严重；学历方面，
工作人员以大专、本科学历（分别占比 39.0% 和
29.9%）为主，只有州级和个别县市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机构引入了畜牧兽医专业研究生；职称方面，
无职称及拥有中级职称的人数最多，共 49 人，拥
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则较少，为 12 人。此外，55 名
专业技术人员中，在本单位从事兽医实验室工作的
有 29 名，年龄为 30~50 岁，以大专及本科学历为主，
多为初级和中级职称，其余 26 名专业技术人员被
借调到当地畜牧局从事其他工作。
1.2

全，有荧光定量 PCR 仪、普通 PCR 仪、酶标仪、
仪、离心机、凝胶成像系统、纯水仪、组织研磨机、
水浴锅、不间断电源、超低温冰箱等 200 余套仪器
设备。8 个县市级兽医实验室中仅有 1 个面积达到
300 m2，介于 200~300 m2 的有 4 个，剩余 3 个实
验室面积均在 100 m2 以下；大部分县市级兽医实
验室仅能开展布鲁氏菌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等简单
易操作，不需要太多仪器设备的试验；个别县市兽
医实验室面积仅 20 m2，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检测，
业务工作仅限于配合上级部门采样和样品处理。
1.3

主要动物疫病监测情况
州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多种主要动物

疫病开展监测，如小反刍兽疫、禽流感（H5、H7
亚型）、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等血清学样品的抗体
检测，以及非洲猪瘟病毒、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传
染性胃肠炎病毒、轮状病毒、δ 冠状病毒、猪瘟病毒、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伪狂犬病病毒、猪圆环

兽医实验室基本情况
湘西州辖区内共有 9 个兽医实验室，分别隶

属于州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 8 个县市级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作为动物疫病诊断的检测支

病毒 2 型、小反刍兽疫病毒、口蹄疫病毒、H5/H7
亚型流感病毒、新城疫病毒等病原学样品的核酸检
测。而大部分县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只承担

撑。州级兽医实验室已通过国家生物安全 II 级实

样品采集、处理以及布鲁氏菌病初筛工作，仅有 1

验室考核，3 个县市级兽医实验室已通过国家生物

个县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除前述工作外，还承

安全 I 级实验室考核。州级兽医实验室面积为 400 m2，

担本县调运生猪的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表1
类别

岗位

湘西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分布情况

年龄

学历

专业 非专业 ＜ 30 岁 30~40 岁 40~50 岁 ＞ 50 岁 大专以下 大专 本科

职称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无

初级 中级 高级

数量 / 人

55

22

4

22

41

10

21

30

23

3

23

13

26

12

占比 /%

71.4

28.6

5.2

28.6

53.2

13.0

27.3

39.0

29.9

3.9

29.9

16.9

33.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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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投入与实验室检测量情况

1.4

2.2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人员流动性大
9 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编人员中，只有

州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各县市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均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经费

一部分人员从事本机构任务工作，存在在编不在岗、

来源于上级部门下拨及地方财政给予的专项经费。

混编混岗问题。有些专业技术人员被借调至畜牧兽

对 2020 年湘西州 9 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经费

医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单位，有些调岗至本单位其他

投入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发现 2020 年州级动物疫

科室（股室）；有些则长期驻村，无法兼顾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使用经费约为 68 万元，检测数量

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导致真正从事兽医工作的专

约 15 000 份；8 个县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使

业技术人员数量缺乏。同时，由于基层防疫工作脏、

用经费总计约 33.5 万元，检测数量为 4 098 份

累、苦，待遇较差，奖惩制度不完善，现有专业技

（表 2）。

术人员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的意愿低，引进和留住高

表2

学历专业人才难度大，因而加速了专业技术人员的

湘西州兽医实验室 2020 年经费使用情况及检测数量
检测项目

县市 1

布鲁氏菌病

500

3

完善用人制度；加大经费投入，保障人员经费与工

县市 2

布鲁氏菌病

504

2

作经费，提高基层兽医人员福利待遇，确保留住人才。

县市 3

布鲁氏菌病

500

8

2.3

县市 4

无

0

0.5

县市 5

布鲁氏菌病

500

5

县市 6

布鲁氏菌病

500

5

县市 7

布鲁氏菌病

450

0

县市 8

非洲猪瘟、布鲁氏菌病

944

10

15 000

68

州级

2

禽流感、布鲁氏菌、小反刍、
非洲猪瘟、口蹄疫等

检测数 实际使用
量 / 份 经费 / 万元

断层。建议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与专业技术人才引进，

兽 医
实验室

2.1

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

经费不足
基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大都存在经费不

足问题，如湘西州 8 个县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经费总额不到州级机构经费的一半。经费不足
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足够资金保证兽医实验室运
转。由于资金不足，多数县市级兽医实验室无法采
购所需检测试剂、耗材，无法更换陈旧仪器设备，
因而实验室维持正常运转较为困难。二是部分县市

组织机构设置不统一，业务工作衔接不顺畅

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发放不到位。8 个县市级动

省级、地市（州）级、县市级动物疫病预防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中，有 3 个机构的畜牧兽医医

控制机构改革没有统一标准。机构改革后，湖南省

疗卫生津贴至今未发放。建议加大县市级财政投入，

湘西自治州和部分县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被合

完善基层兽医实验室基础设施，提高实验设施现代

并至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由原来独立的二级机构变

化水平；认真落实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政策，更

为一个科室，对外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但无

好地维护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健康权益 [1-2]。

独立法人，无独立财务权和人事权，在人才引进、

2.4

经费使用、培训学习等方面没有自主权。有些县市

薄弱

兽医实验室建设不符合要求，生物安全意识

改革后，不再有独立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只

大部分县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兽医实

有开展相关业务工作的股室。有些县市动物疫病预

验室基础设施不达标。全州 9 个兽医实验室中，有

防控制机构仍然处于改革中，导致任务衔接方面经

4 个实验室未处于相对独立或者封闭区域，没有门

常出现断层现象。建议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不同

禁系统，人员可以自由出入，存在安全隐患。部分

级别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能与任务，建立兽

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没有生物安全管

医实验室网络系统，强化业务工作间的衔接。

理制度、无害化处理记录、实验室消毒记录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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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兽医实验室对废弃物不进行高压灭菌处理，仅

3.3

加强与各相关单位沟通合作

用消毒水浸泡后焚烧或者深埋，只有 2 个实验室废

加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与畜牧兽医职业

弃物交由专门医疗废弃物处理公司处理；9 个实验

院校、畜牧兽医科研机构、综合性大学等合作，联

室中只有州级实验室和 1 个县市级实验室配备了污
水处理设备。建议对辖区内兽医实验室重新规划和
资源重组：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州级以及养
殖大县兽医实验室投入，指导兽医实验室科学选址
与建设；二是提高生物安全意识，加强兽医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及时采购高压灭菌锅等必须的仪器
设备，保障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 [3]。
3
3.1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发展思路
提高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服务意识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必须转变思想，与时

俱进，提高主动服务意识：一是加大对影响畜牧业
健康发展的二类、三类动物疫病监测力度；二是调
查本辖区内主要流行的动物疫病并针对性开展净化

合各有关单位共同申请科技项目，进一步提高兽医
实验室的检测及科研能力。加强与卫生、环保、市
场监管等部门合作，做好人畜共患病联防联控以及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
3.4

创新机制、激活兽医实验室功能
创新动物疫病防控机制，加强对辖区内规模

养殖场、屠宰场、畜禽交易市场监测，完善监测方
案，建立风险评估框架，完善县市级兽医实验室考
核指标。探索建立养殖场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
病自检工作制度，没有条件开展自检的，可通过委
托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兽医实验室开展检
测，激活兽医实验室功能，更好地发挥兽医实验室的

工作；三是定期为养殖、屠宰企业提供培训和交流，

作用 [4]。

增强基层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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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高疫情分析及预警预报能力
将兽医实验室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畜

牧生产数据、动物监督检疫数据等相结合，进行网
格化管理；加强关于流行病学调查的知识培训，积
极开展相关实践活动，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流行病学
调查水平；强化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间合作，及时
了解动物疫病流行动态，将不同辖区实验室检测情
况、疑似疫病诊治情况、现场调查情况等汇总分析，
形成疫情分析评估资料，通过报告、预警通知等形
式，及时上传下达，为动物疫病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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