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共 卫 生

云南省红河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存在问题及对策
李德林，王和兴，马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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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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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云南省红河州畜禽养殖数量庞大。为了解红河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的建设情况，总结了该州畜

禽养殖生产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基本情况，指出了该州存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收集体系建设进展缓
慢、集中无害化处理率低、补助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继而提出了加快推进收集处理体系建设，建立联动监
管执法机制，强化政策配套及落实，加强宣传引导，提升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水平等建议，从而为完善该州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推动畜牧业健康高效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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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Rendering of Diseased and Dead Animals in Honghe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
Li Delin，Wang Hexing，Ma Zhenfeng
（Honghe Animal Health Inspection Institution，Mengzi，Yunnan 661100，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 huge number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especially diseased and dead animals in Honghe
Prefecture，Yunnan Provinc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rendering system of diseased and dead animals in
the region，in the paper，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animal production and rendering was summarized，the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slow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on systems，low rate of centralized rendering，poor supporting
policies of compensation，etc.，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ere thereby provided，including pushing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systems，developing coordinated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s，improving and implementing supporting policies，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guidance，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rendering
system and promoting healthy and eﬃ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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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是云南省的畜牧业大州，畜禽存栏数

和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因此构建完善的无害化处

和出栏数均位居云南省第二位，每年产生的病死畜

理体系是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需求，也是保障现代畜

禽数量较大。将病死畜禽进行有效的无害化处理，

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 [2]。本文结合工作实际，

对维护当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至关重要 [1]。众所

对该州畜禽养殖基本情况、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

周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是保障畜牧业发展的重

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继而提出相应的对

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动物卫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策，以期为完善该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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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畜牧业健康高效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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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红

基本情况
2

红河州占地面积 32 900 km ，辖 13 个县市、

政办发〔2019〕32 号）（下文简称“32 号文件”）

135 个乡镇、1 218 个行政村、9 893 个自然村，畜

明确要求，到 2019 年全州基本建成覆盖饲养、屠宰、

禽养殖遍布全州各自然村。2020 年，红河州饲养

经营、运输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

生 猪 621.40 万 头、 牛 139.12 万 头、 羊 210.71 万

基本建立科学完备、运转高效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只、家禽 8 895.00 万羽，按生猪 7.0%、牛 1.0%、

理机制，实现病死畜禽及时处理以及清洁、环保、

羊 1.5%、家禽 10.0% 的正常死淘率估算，病死畜

合理利用的目标。但由表 2 可以看出，红河州规划

禽达 937.60 万（头 / 只 / 羽），具体见表 1。

建设 120 个病死畜禽收集点，目前只完成了 12 个，

表1
种类

2020 年红河州畜禽种类及病死数量统计

完成率只有 10.0%，而其他项目的建设完成率也

存栏量

很低。

单位 ：万（头 / 只 / 羽）

出栏量

死淘总量

猪

290.00

331.40

43.50

牛

102.35

36.77

1.40

羊

115.59

95.12

3.20

家禽

3 083.00

5 812.00

889.50

合计

3 590.94

6 275.29

937.60

表2

红河州病死畜禽收集体系建设情况
目前完成数 /
（个 / 台）

规划总数 /
（个 / 台）

占比 /%

5

11

45.4

12

120

10.0

生猪屠宰场配备冷库

6

19

31.6

规模养殖场配备冷库

20

1 846

1.1

立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及国家、省级有

养殖大户配备冷柜

77

2 000

3.9

关文件要求，于 2019 年 6 月下发病死畜禽无害化

病死畜禽专业运输车

5

25

20.0

14

135

10.3

红河州高度重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

无害化处理体系
病死畜禽转运中心
病死畜禽收集点

处理机制建立方案。全州统筹规划建设一南一北两

病死畜禽直收乡镇

个区域性专业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及覆盖全州

2.2

集中无害化处理率低

的收集体系，一盘棋统筹安排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

经 估 算，2020 年 红 河 州 畜 禽 死 淘 量 高 达

处理机制，引进江苏北斗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到红

937.60 万，其中生猪 43.50 万头、肉牛 1.40 万头、

河州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

羊 3.20 万只、家禽 889.50 万羽。按 60 只家禽、4

系。截至目前，金平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日

只羊分别折算成 1 头猪，1 头牛折算 5 头猪的标准

处理能力 90 t）已建成投产（2019 年 6 月），弥勒

折算成猪单位，全州病死畜禽达 66.00 万头（猪单

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日处理能力 50 t），

位）。2020 年全州集中收集无害化处理 1.29 万头

处于试运行阶段，2021 年底正式投产。已建成病

（猪单位），不到畜禽死淘总量的 2.0%。2020 年

死畜禽收集转运中心 5 个、收集点 12 个，已在 6

红河州猪、牛、羊、家禽规模化养殖比重分别达

个生猪屠宰场和 20 个规模养殖场配套建设暂存冷

47.1%、30.2%、50.1% 和 80.3%，农村散养户死淘

库，为 77 个养殖大户配备了暂存冷柜。体系建成

畜禽估计有 203.50 万（头 / 只 / 羽），折算成猪单

以来，无害化处理中心集中收集处理病死畜禽 4.31

位为 31.30 万头，占全部病死畜禽的 47.4%。而全

万（头 / 只 / 羽）。

州散户病死畜禽只有少部分由无害化处理公司集中

2

收集处理，其余大部分由养殖户自行处理。

2.1

主要问题
收集体系建设进展缓慢
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河州建

2.3

补助配套政策不完善
国家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仅限于养殖环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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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环节的病害生猪。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

3

原则，无害化处理病死猪共给予财政补助 80 元 / 头，

3.1

建议
积极推进收集处理体系建设

其中对云南省，中央财政承担 60 元 / 头，地方财

按照红河州政府“32 号文件”要求，强化工

政承担 20 元 / 头（省财政承担 10 元 / 头，州市财

作督导，密切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无害化处理企

政承担 5 元 / 头，县市财政承担 5 元 / 头）。对于

业的协作，认真落实收集体系用地及水电路保障等

其他畜禽的无害化处理补贴，按照《云南省养殖环

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快推进病

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对象和标准》，1 月龄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和收集体系建设，特别是覆

以下猪按 0.5 头折算，30 只鸡 / 鸭 / 鹅或 3 只羊折
算成 1 头猪单位，1 头牛折算成 5 头猪单位。目前
国家尚无针对流通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政
策，致使流通环节病死畜禽自行处理较多。屠宰环
节无害化处理补贴国家承担 60% 资金无明确列支
渠道，统一转移支付至省级后，由于部门协调及政
策落实不及时等原因，自 2019 年后，本州未收到
中央承担 60% 及省级承担 20% 的屠宰环节病害生
猪无害化处理补贴。部分县市在动物防疫补助资金
结余下，结合州级下达的 10% 屠宰环节病害生猪
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兑付屠宰环节病害生猪无害化
处理补贴。
另外，各级财政对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场（中心）和收集体系财政的预算资金有限，项目
争取难度大，同时没有给予其他优惠支持政策。例
如，江苏北斗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在红河州
投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项目资金 5 600 万元，其
中两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投资 4 900 万元，
收集体系及专业运输车辆投资 700 万元。由表 3 可
以看出北斗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集畜禽数量少
（牛、羊、鸡以及不可食用的动物制品折算成猪单
位），运转费用高，投资回报慢。
表3

盖自然村的病死畜禽收集点建设和收集车辆配备，
确保弥勒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于 2021 年底
正式投产，尽快建成覆盖全州、体系完备、时报时
收、安全收集、运转高效的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
理体系。
3.2

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银保监等部门进一步
完善病死畜禽申报送交、核实登记、定点收集、集
中处理、无害化处理补助及保险理赔等相关工作制
度，形成联动工作机制 [3]。加大红河州病死畜禽无
害化智能化 APP 收集监管平台的推广使用和审核
力度，实现收集、暂存、运输、处理和产品流向全
程可控、可追溯。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监督举报机
制，设立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制定举报奖励政
策，鼓励社会公众监督和举报抛弃、收购、贩卖、
屠宰、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把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并建立散养户主动送交
及电话报收病死畜禽奖励机制。加强各环节畜禽生
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督促各责任主体严格落实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要求，规范送交或处理病死畜禽。
加强监督执法，严厉打击收购、贩运、加工、销售
病死畜禽及产品等违法行动，形成强大威慑力 [4]。
3.3

红河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运行情况

建立联动监管执法机制

强化政策配套及落实
积极建议各级政府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体系财政支持机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认真落实

年份

无害化处理
总数 / 头

补贴 /
万元

运行成本 /
万元

利润 /
万元

投资 /
万元

2019

14 973

119.78

89.58

30.20

4 000

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建设用地、农机购置

2020

12 851

102.81

79.87

22.94

1 600

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整合生猪调出大县补

合计

27 824

222.59

169.45

53.14

5 600

贴、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等项目资金以支持病死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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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收集体系建设。及时下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

培训，提升散养户及规模场科学管理水平，从品种

贴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足额预算州、县财政配套

引进、饲养管理、繁育生产到产后销售，严格按照

资金，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及时、足额按补助标准

规定从事生产，减少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数量。三是

兑付补助资金，确保病死畜禽无害化机制正常运转，

加大生产、流通环节的消毒监管，要求每次出证都

及时、规范无害化收集处理病死畜禽，确保不发生

要附有消毒证明，降低生产、流通环节疫病传播的

由病死畜禽引起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疫病传播

风险 [7]。

等公共卫生事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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