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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向 OIE
申请无疫认证的若干思考
陈斌玺，尹亚娇
（海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海南海口
摘

570203）

要 ：在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为满足新形势下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刚性需求，须推动海南

省免疫无口蹄疫区 OIE 认证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配套。本文通过分析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维持无疫建设
的现状，对照 OIE 口蹄疫无疫认证的有关规则和标准要求，建议理顺兽医体系，建立外检内检互认机制，强化
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支撑，联合共建动物隔离检疫场，构建动物疫病防控监管大数据平台，建立外来动物疫病防
控合作交流培训中心，着力提升海南省动物疫病防控能力，谋划推动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向 OIE 提出无疫认证，
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兽医领域对外开放，提升海南省兽医工作在国际上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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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cognization by OIE for
Hainan FMD Free Zone with Vaccination
Chen Binxi，Yin Yajiao
（Hainan Animal Health Inspection Institution，Haikou，Hainan

57020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igid nee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under new situations，
the recognization by OIE for Hainan foot-and-mouth disease（FMD）free zone with vaccin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match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n the paper，the status of the free zone was analyzed，and
with reference to relevant rules and standards concerning OIE recognization，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such
as clarifying veterinary services，establishing a mutual recognition mechanism for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spection，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jointly building animal quarantine st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big-data platform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pervision，organizing a cooperative
exchange and training center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xotic animal diseases，striving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planning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recognization by OIE for the
free zone，with a view to further opening up the veterinary sector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all veterinary eﬀorts made in Hainan.
Key words ：FMD ；disease free zone with vaccination ；OIE recognization for disease free status ；Hainan Province

海南省四面环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

海南省从 2000 年开始按国家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

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自 1999 年农业部把海南岛、

区建设的总体目标构建完善动物防疫屏障体系，使

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四川盆地、和松辽平原等 5

全省的动物疫病防治、检疫、监督、监测手段和水

个区域列为创建国家级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后，

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于 2009 年通过国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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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省份。经过十多年免疫无口蹄疫区的维持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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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南省在动物疫病防范工作机制、手段、能

仪器老化严重或缺乏；市县级实验室检验检测项目

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加强和完善，对畜牧业健康

较少，缺少专职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仅能开展一

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畜牧业健康养

般的快速检测、血凝试验，而日常实验室病毒检测

殖、品牌效益提升、外销市场拓宽、农民增收等方

则缺乏基础条件；各市县动物检疫申报点建设参差

面。而今，面对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好时

不齐，有些乡镇因缺乏办公经费甚至没有设立独立

机，海南省应大胆开拓兽医领域对外开放，在国家

的动物检疫申报点，缺乏动物检疫工具、出证设备

免疫无口蹄疫区示范区建设基础上，对照世界动物

等必要检疫设备和工作用车，工作条件落后无保

卫生组织（OIE）区域化管理的有关规则和标准要

障；各市县兽医队伍中，专业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

求，以存在问题为导向，着力对海南省现行动物疫

员普遍偏少，高中及以下人员较多，文化水平不高。

病防控管理工作进行全面升级，谋划向 OIE 申请

1.3

动物防疫体系基础设施弱化
动物隔离场、动物无害化处理场、省际口岸

口蹄疫无疫认证，以期进一步提升海南省兽医工作
在国际上的认可度。

检查站等场所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基础设施的重要

1

组成部分，也是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配套建设的重点

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维持无疫建设现状
自 2009 年建成免疫无口蹄疫区以来，海南省

项目。但目前，作为原农业部和海南省政府共建项

各有关职能部门在口蹄疫免疫监测、防疫屏障体系

目的海口动物隔离场位于海口市永庄水库二级保护

运行与管理、口蹄疫检疫监管等方面采取了有力的

区内，受环保因素影响，现处于关停搬迁重建阶段；

维持无疫措施。但是，因多年没有受到疫情的挑战

全省 9 个省际口岸检查站除了洋浦港、海口秀英港、

与考验，存在安于现状现象。2019 年 4 月，海南

八所港、美兰机场 4 个检查站建设用地已基本落实

省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后，暴露出了动物防疫体系薄

外，其他检查站都属临时办公点；比对《海南省建

弱、动物防疫技术支撑能力不足、动物卫生监管能

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实施方案》[1] 要求发现，

力弱化、设施设备老化，兽医队伍人员老龄化或文

各市县无害化处理场建设受建设用地和投入资金制

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持续无

约，进展缓慢。因此，现阶段海南省动物防疫体系

疫建设面临巨大压力。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弱化，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严峻。

1.1

兽医工作体系建设有所弱化
前期结合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要求，省、

OIE 口蹄疫无疫认证的有关规则和标准要求

2

对国家或地区无口蹄疫状态的规定 [2]

2.1

市县分别成立了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和动

2.1.2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行政管理、监督执法以

明其拥有有效的监测方案，并证明在过去至少 12

及技术支撑等 3 大兽医工作机构。但近两年受机构

个月内没有发生口蹄疫。

改革影响，海南省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体系发生了很

2.2.2

大变化，大部分市县畜牧兽医局撤并至农业农村局，

其拥有有效的监测方案，证明至少 2 年内没有口蹄

各市县均已撤销动物卫生监督所，仅保留动物疫病

疫临床病例，并且在过去 12 个月内任何易感动物

预防控制机构。

群均无口蹄疫病毒感染；易感动物群体免疫保护率

1.2

动物防疫技术支撑能力弱化
动物疫病实验室诊断检验是动物防疫的主要

非免疫无口蹄疫国家或地区

免疫无口蹄疫国家或地区

提供证据证

提供证据证明

不低于 80%。
2.2

OIE 口蹄疫认证申请材料要求 [3]

手段。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通过验收后，大部分

（1）申请国家或地区基本概况，包括与口蹄

市县逐渐不重视实验室检测检验工作，实验室设备

疫传播相关的自然环境、地理因素以及该国或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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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牛场 14 家）、规模羊场 72 家（含种羊场 43 家）。

域畜牧业总体情况等。
（2）兽医体系建设情况，提供与口蹄疫相关

海南省畜牧业发展迅速，2018 年畜牧生产总值达

的所有兽医法规列表和概要，并说明兽医体系如何

320.394 亿元；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2020 年海

监控与口蹄疫有关的所有活动。

南省生猪养殖生产有所下降，但牛、羊养殖生产一
直保持上升趋势（表 1）。

（3）口蹄疫根除情况，包括有关口蹄疫的历

推动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向 OIE 申请无疫认

史、控制和根除策略、疫苗和免疫接种、口蹄疫根

4

除活动情况（立法、组织和实施）、动物标识和流

证的几点思考

通控制等。

根据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维持无疫建设现
状，对照 OIE 口蹄疫无疫认证的有关规则和标准，

（4）口蹄疫诊断情况，提供是否对口蹄疫进
行实验室诊断的情况以及认可实验室的概况。

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要向更高层次发展，开启

（5）口蹄疫监测情况，包括易感动物种类和

OIE 无疫认证申请程序，将面临巨大挑战。但在当

生产分布、流通交易监管、疫病监测以及临床疑似

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为满足新形势下

染疫判断标准、评价监测效果方法等。

国际贸易刚性需求，推动海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向

（6）口蹄疫预防，包括易感动物饲喂泔水管

OIE 申请无疫认证，是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配

控、与相邻国家和地区的协调、进口管控、疫病入

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侵处理相关措施等。

准备，整体推动向 OIE 申请口蹄疫无疫认证。

（7）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包括对可疑病例

理顺兽医体系，建立外检内检互认机制

4.1

采取的控制措施、确诊口蹄疫暴发的应急预案等。

机构改革是大势所趋，在当前兽医工作机构

（8）提供遵守 OIE 法典规定的情况和自我申

精简改革情况下，要理顺兽医工作体系，明确兽医

明申请材料。

工作职能和岗位职责，逐级配齐与实际工作相适应

3

的动物防疫、检疫、监管人员，做到专岗专人，保

口蹄疫易感动物主要分布及养殖生产情况
海南省畜禽养殖是农民增产增收的主导产业，

障动物防疫经费，改善工作条件，确保动物防疫体

免疫无口蹄疫区维持无疫建设带来的“品牌效应”

系正常有效运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

也为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

兽医主管部门要和海关部门协商构建引入境外动物

海南省生猪养殖产业主要分布在海口市、儋州市、

进入养殖环节后的内检外检互认机制，并按照国际

澄迈县、临高县、屯昌县、定安县等市县；牛羊养

贸易标准建设本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省际口岸动物

殖产业主要分布在澄迈县、定安县、陵水县、万

卫生监督检查站、动物隔离场、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4]

宁市、昌江县、东方市、文昌市。据统计 ，2019

等防疫体系，建立对入境动物疫病监测、突发疫情

年全省共有备案家畜规模养殖场 765 家，其中规模

通报、流行病学调查、疫情追溯追踪等联合协作机

猪场 647 家（含种猪场 137 家）、规模牛场 46 家（含

制，定期开展动物疫病防控监管部门间联席会议，

表1

2016—2020 年海南省猪、牛、羊生产情况统计

2016 年

家畜

2017 年

2018 年

单位 ：万头或万只
2019 年

2020 年

出栏量

年末存栏量

出栏量

年末存栏量

出栏量

年末存栏量

出栏量

年末存栏量

出栏量

年末存栏量

猪

529.60

421.96

547.82

399.60

561.64

382.43

370.28

162.86

262.25

248.56

牛

18.53

40.23

19.22

52.77

20.02

54.46

22.80

51.17

23.20

49.21

羊

81.11

68.12

84.27

68.40

84.62

68.85

87.21

67.56

89.35

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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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物疫病应急防控或协调解决有关动物疫病防

管理。在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各个重要环节，探

控重大问题，研究解决方案，联合协作落实重大动

索对省内动物的畜禽标识或体内植入的电子芯片，

物疫病防控措施。

建立易感动物个体信息库，实现对易感动物的免疫、

4.2

对照标准，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支撑

监测、检测、移动、隔离等方面进行信息精准监管；

应用符合 OIE 要求的口蹄疫疫苗实施免疫，

通过对引入动物产地检疫、移动流通、落地隔离检

强化春秋两防基础免疫和补免工作，确保易感动物

疫、屠宰检疫、无害化处理等信息的流通监管，实

免疫覆盖面，提升免疫合格率；加强各级兽医实验

现对动物疫病防控信息的闭环管理。

室能力建设，切实改善实验室软硬件条件，按 OIE

4.5

认可程序实施兽医实验室管理和动物疫病监测，鼓

培训中心

多方参与，建立外来动物疫病防控合作交流

励兽医实验室人员积极参与 OIE 认可的实验室检

在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自由贸易港建

测能力认证工作；制定口蹄疫无疫区专项监测、检

设背景下，结合国家动物疫病分区防控的策略，建

测、流通管控、出入境部门间协作等方案，加强动

议建立海南省外来动物疫病防控合作交流培训中

物疫病监测管理，科学开展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定

心。根据各种重大动物疫情形势和国家有关规定，

期开展疫情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引入动物管理政策和疫情防控的

能力。

解读宣传；面向养殖企业、科研单位及个人开展引

4.3

整合资源，联合共建动物隔离检疫场

入动物的事前审批流程、事中事后监管程序培训或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国内输入到无

交流座谈，形成外来动物疫病的安全防控合力；邀

规定动物疫病区的易感动物和种用、乳用动物均要

请国家级和 OIE 动物疫病防控专家或国内外动物

进行隔离检疫，大型动物隔离期为 45 d，小型动物

疫病防控研究机构，围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开展

隔离期为 30 d；《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规定：从国外输入的动物需隔离检疫的，要
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检疫。由此
可见，国内外输入至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有关易感
动物都需实施隔离检疫。从整合资源、节约项目用
地和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方面考虑，省级兽医主管部
门和海关、科技等部门要充分沟通协商，按照 OIE

专题培训，并结合海南实际，交流、研究制定动物
疫病防控技术、提出重大动物疫情综合防控方案；
对照 OIE 无疫认证标准要求，精准施策，争取早
日获得 OIE 无疫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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