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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洲猪瘟小区建设要点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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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设无疫小区是控制和消灭动物疫病的国际通行做法。2018 年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

传入我国，对我国养猪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沉重打击。在尚无有效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提高养殖场生物
安全水平是防控 ASF 的关键，开展以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生物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为核心的无疫小区建设，
成为防控 ASF 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重点介绍了无 ASF 小区建设的基本要求、生物安全体系建立要素和建设
评估重点内容，总结了无 ASF 小区建设取得的成效，以期对我国 ASF 防控工作和无 ASF 小区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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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actor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F Free Compartment
Liu Jing，Liu Fei，Jiang Zhengjun，Cai Lijuan，Guo Jianmei，Fan Qinlei，Sun Xiaodong
（China Animal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Center，Qingdao，Shandong

266032，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pidemic free compartment is an international common practice to control and eliminate

animal diseas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ig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heavily struck by African swine fever
（ASF）
since 2018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 no effective drugs or vaccines have been available，it would be a
ke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ASF through improving the biosecurity level of farms，and a pathway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epidemic free compartment based on a bio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enter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osecurity measures. In the paper，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F free compartment，
factors for establishing a biosecurity system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were introduced，
the achievements obtain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were summarized，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SF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F free compartment in China.
Key words ：compartment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iosecurity ；practical application

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以下简称“无疫小区”）

手”，OIE 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

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2003 年提出的一种动

为一类动物疫病 [7]。2018 年 ASF 传入我国，对我

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模式，以生物安全理念为核心，

国养猪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沉重打击。在尚无有效治

以企业集团为建设主体，并重政府引导和监管，是

疗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 [8]，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水

目前国际上控制和消灭动物疫病的通行做法。2003

平是防控 ASF 的关键，开展以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年以来，我国对无疫小区的理论

进

构建、生物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为核心的无疫小区建

行了持续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果，对保障畜牧业

设，成为防控 ASF 的一条重要途径。2020 年，农

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非洲猪瘟（African

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非洲猪瘟无疫区和无

swine fever，ASF）是全球公认的养猪业“第一杀

疫小区建设及评估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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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号），鼓励生物安全水平较高的养殖企业示范
建设无 ASF 小区，掀起了国内无 ASF 小区的建设
高潮。2021 年 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 395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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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首批 62 个无 ASF 小区建成，这是动物疫病区

建立运输管理体系，使用专用车辆，各环节专车专

域化管理先进理念、基本方法在我国养猪业的成功

用，合理规划运输路线，生猪运输车辆应符合生猪

实践，对 ASF 常态化防控和生猪稳产保供具有重

运输车辆备案要求和生物安全标准要求。建立清洗

要意义。

消毒体系，合理布局清洗消毒中心或清洗消毒站，

1

无 ASF 小区建设的基本要求
根据《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评估管理办法》
《无

规定动物疫病小区管理技术规范》相关要求，结合
ASF 防控要求，无 ASF 小区应至少满足以下几方

配置符合要求的消毒、烘干或熏蒸设备，对生产、
生活、运输、无害化处理等环节进行有效的清洗消毒。
2

无 ASF 小区生物安全体系建立要素
无 ASF 小区所有生产单元应在统一生物安全

面基本要求。

体系下闭环运行，这是保障无 ASF 小区有效运行

1.1 生产单元基本要求

的基础。应依据无 ASF 小区生物安全管理要求，

建设无 ASF 小区的企业应当是独立的法人实

结合生产管理和防控 ASF 需求，从屏障体系、风

体或企业集团，构成无 ASF 小区的所有生产单元

险评估、生物安全计划制定、生物安全措施落实、

分布应当相对集中，原则上处于同一县级行政区域

应急、监测、内审等方面构建无 ASF 小区生物安

内，或位于同一地级市行政区域毗邻县内，且不同

全体系。

生产单元之间不超过 200 km。同时，要求各生产

2.1 屏障体系

单元应当按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
1.2

生产管理要求
申请建设的无 ASF 小区应具有完整的生猪生

从物理屏障、生物安全措施屏障和意识屏障 3
个方面构建有效的无 ASF 小区屏障体系。
2.1.1

物理屏障

物理屏障是无 ASF 小区建设必

产数据和销售数据，包括生猪存栏、出栏、引种以

不可少的隔离措施，设置实体围墙、铁网、栅栏等

及无害化处理等相关数据。严格引种管理，在小区

物理隔离设施是常用做法，实体围墙是首选。构

建设期间，可根据需要进行少量外引补种；如大批

建完整的物理屏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

量、多批次引种，需要说明原因，并提供原有种猪

无 ASF 小区各生产单元外部应设置围墙、防疫沟

的去向或处理说明。饲料应经过有效的高温处理，

等物理性屏障，与外界形成有效隔离，成为相对独

有效杀灭非洲猪瘟病毒（ASFV），没有饲喂餐厨

立的区域；二是各生产单元内部，包括生产区（养

废弃物。此外，申请评估的无 ASF 小区生产运行

殖区）与生活区、污区与净区应规划合理，必要

时间应至少 1 年。

时进行物理隔离；三是当养殖场周边存在其他易感

1.3

监测要求
无 ASF 小区应按照《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管

动物（含野生动物），具有较高的 ASF 传播风险
时，应当沿养殖场物理屏障向外设立半径 3 km 的缓

理技术规范 —— 规定动物疫病监测准则》和国家

冲区。

相关要求制定监测方案，通过监测证明在过去 12

2.1.2

个月内未发现 ASFV 感染。其中，企业监测数据

基于生物安全管理理念细化的生物安全措施，常用

应包括企业检测数据和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检

措施包括隔离、清洗和消毒等。在生物安全体系的

测数据，且第三方实验室的检测数据除生猪销售检

建设和维持过程中，生物安全措施的制定和调整应

测数据外，还应包括证明无疫的检测数据。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展开，覆盖各生产单元的生物安

1.4

生物安全要求

生物安全措施屏障

生物安全措施屏障是

全管理、ASF 综合防控、监测、人员进出、车辆控制、

对无 ASF 小区进行风险评估，排除钝缘软蜱

物资进出、无害化处理、外引动物、易感动物及产

在小区内传播 ASF 的可能性。配置符合生物安全

品追溯等环节，并制定具体的标准操作程序，有序

要求的出猪间、出猪通道等，且布局、设置合理。

实施。在标准操作监督过程中，无 ASF 小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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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管理小组应履行监督职责，对各个环节的生

册的要求，按标准操作流程有效完成生物安全措施，

物安全措施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及时进行调

严格把控好每一个环节，最大程度地降低生物安全

整和完善，使各项生物安全措施科学、有效且具有

风险。

良好的可操作性。

2.4

疫情报告和应急反应

定期开展生物安全培

为应对紧急情况，无 ASF 小区应具有一定的

训，提高工作人员生物安全意识，是建立意识屏障

应急反应能力和储备。一是应制定应急反应和疫情

的有效途径。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应按照实际需求制

报告制度以及应急预案，组建应急控制体系，确定

定生物安全培训计划，组织能力考核，建立培训档

职责分工、疫情报告和控制程序；二是应根据实际

案。对刚入职的工作人员进行入职前培训，对已入

情况进行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库，并

职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逐级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生

对库内产品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保证应急物资充

物安全相关的规章制度、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等，

足、可用；三是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演练内容至少

并通过组织能力考核等方式，确保生物安全工作人

包括疫情监测、预警、确认与报告程序以及不同疫

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保证生物安全

情级别的应急控制措施、善后处理等，确保一旦发

体系建设顺利完成和有效维持。

生重大动物疫情，能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最短的

2.1.3

2.2

生物安全意识屏障

风险评估与生物安全计划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持续维持，需全

时间内进行疫情报告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2.5

监测

程遵循风险管理和关键点控制的原则。生物安全管

科学的监测工作是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和维持

理小组应结合企业实际及周边动物疫病流行情况，

的关键环节，无 ASF 小区监测包括企业监测和官

制定风险评估方案，明确风险评估的基本要求、主

方监测（兽医机构）两部分。一方面无 ASF 小区

要程序和内容。风险评估内容要涵盖无 ASF 小区

应当建立完善的疫病监测体系，科学制定监测方案

的所有组成单元和环节，对周边环境、选址布局、

（计划），明确监测范围、监测方式、抽样方法、

设施设备、防疫管理、人员管理、投入品管理、运

采样要求、监测频率、检测方法、记录管理等，承

输管理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开展客观分析，明确关

担监测的官方实验室应当具备 ASF 检测资质，可

键控制点，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措施，设计标准操

以是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兽医实验室，也

作程序和实施操作细则，完成生物安全计划。为保

可以是官方兽医部门指定的第三方实验室。另一方

证风险评估结果的时效性，无 ASF 小区每年至少

面，ASF 监测应必须符合国家防控政策的相关要求，

开展 1 次风险评估工作，若毗邻地区或缓冲区发生

覆盖养殖、饲料、屠宰、洗消、无害化处理等所有

疫病流行，则应增加风险评估次数。

环节，对猪只、车辆、环境、物资等科学采样和检

2.3

生物安全手册
制定生物安全计划之后，建设企业应根据企

测，有序开展 ASF 监测工作。
2.6

内部审核与改进

业实际情况制定生物安全管理手册，指导各生产单

内部审核与改进，主要是对无 ASF 小区生物

元的工作人员有效实施生物安全措施。生物安全管

安全管理情况展开的评估程序。生物安全管理小组

理手册应涵盖养殖场、屠宰场、饲料厂、洗消中心、

可按照程序要求，制定每年的生物安全体系内部审

无害化处理厂等所有组成单元的生物安全管理，内

核计划，确定审核的准则、范围、频次和方法。主

容至少包括组织管理体系、屏障体系建设、生物安

要审核内容至少应包括生物安全管理小组的组成和

全计划、应急反应和疫情报告制度、人员管理和生

管理水平以及生物安全制度的有效性、生物安全措

物安全培训计划、车辆管理和运输控制及记录档案

施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内部审核与改进应每年至少

制度等。生产单元员工应严格按照生物安全管理手

进行 1 次。若生物安全管理的组织体系、制度、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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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饲料中转料塔和猪只中转站

一是建

施等出现较大改变，可根据实际需求，启动内审程

3.1.3

序。无 ASF 小区应根据内部审核结果，及时制定

设饲料中转料塔，避免饲料运输车入场。饲料通过

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保障整个无 ASF 小区生物

全封闭饲料运输车运送到中转料塔，然后再经饲料

安全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

管线或场内饲料运输车输送到各养殖圈舍，降低饲

3

无 ASF 小区建设评估重点内容

料在运输、使用过程中与外界的接触风险。二是建

我国 ASF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人员、车

设猪只中转站，阻断内外部车辆接触。无 ASF 小

辆与物资等机械带毒，是引发大型生猪养殖场 ASF

区内部拉猪车经过严格清洗消毒后，将猪由猪场按

发病的主要因素 。无 ASF 小区从设施设备配置、

指定路线运输到中转站，外部车辆经清洗消毒（烘

日常管理等方面，对人员流动、洗消、运输等方面

干）且检测合格后，按指定路线到中转站拉猪。严

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建设评估的重点内容。

格执行猪只交接环节单向流动、清洗消毒等措施，

[9]

有效降低出猪环节 ASF 传入风险。

配套完善的设施设备

3.1
3.1.1

设置 独 立 的 人 员 中 转、隔 离 区

根据无

3.1.4

配置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病死猪无害

ASF 小区布局和风险评估结果，在原有养殖场人

化处理是降低 ASFV 传入和传播风险的关键。无

员进出管理的基础上，再设置独立的人员中转、隔

ASF 小区对无害化处理方式、处理设施设备、病

离区，合理规划隔离间、洗澡间、更衣室等区域，

死猪运输管理等方面有明确要求。一是明确无 ASF

制定科学的隔离程序。人员入场前，需在中转、隔

小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式，是在无 ASF 小区内

离区按规定完成隔离流程并检测合格，然后按指定

部处理，还是委托其他无害化处理场处理。在小区

路线和程序进入无 ASF 小区，有效控制因人员入

内部处理的，需要配置符合要求的无害化处理设施

场导致的 ASFV 传入风险。

或设备、洗消设施设备、视频监控设备，合理规划

3.1.2

建设专用车辆洗消（烘干）中心

车辆洗

病死猪运输路线、无害化处理场所生产布局；委托

消（烘干）中心是无 ASF 小区必不可少的组成单元。

外部处理的，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并做好车辆清洗消

首批建成的 62 家无 ASF 小区均建有专用的车辆洗

毒管理等。二是病死猪运输车应专车专用，封闭运

消（烘干）中心，且在位置布局、工作程序、专用

输。车辆进入生产区前，应按规定进行严格的清洗

管理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一是洗消（烘

消毒（烘干）程序，从指定入口、沿指定路线驶入

干）中心的建设综合考虑到无 ASF 小区所处位置、

固定区域停放及装运，避免与生产区人员接触；运

周边道路分布、内外部车辆数量、运转模式等情况，

输途中应全程密闭，谨防污染物渗漏；病死猪卸到

分别建设不同生物安全级别的洗消（烘干）中心、

指定地点后，车辆开至指定的冲洗消毒区域进行冲

车辆中转站或配套洗消设施，完成车辆的多级洗消，

洗消毒备用。三是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方法应符合

且保证内、外不同来源车辆区分洗消，确保车辆不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要求，

交叉。二是洗消（烘干）中心根据风险大小合理设

保证无害化处理彻底有效。

计出入口的位置、区域布局、洗消（烘干）路线、

3.2

配备设施等，满足车辆洗消（烘干）的实际需求，

3.2.1

保证车辆洗消（烘干）效果。三是根据洗消（烘干）

入无 ASF 小区前需进行隔离、洗澡、消毒、更衣、

中心工作需求，设置科学的洗消（烘干）程序、投

换鞋等程序。无 ASF 小区的外部道路要实行分级

入品管理制度、污水处理程序、人员管理、档案记

管理，外部车辆应到指定地点停放，不得随意进入

录等各项制度，保证洗消（烘干）中心各项工作的

无 ASF 小区，确需进入的按规定进行逐级洗消，

正常运转。四是按 ASF 疫病防控政策的要求，对

由指定入口和路线进入特定区域。

内部环境和洗消车辆进行采样检测。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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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区分内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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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中转车辆和外部车辆，严格做到内部车辆、

全水平提升的步伐。从评估结果看，达到标准的企

中转车辆不出无 ASF 小区，原则上外部车辆不进

业在生产管理、疫病防控等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入无 ASF 小区。二是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对运输

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套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路线进行分级管理。猪、车、物、料、人等不同用

4.1.3 充分发挥了专业组织科学严谨的把关作用

途的车应按指定路线行驶。生产单元内部应净道、

全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是国家评估任务

污道分设，出、入口分设，内部转运车严格按照净

承接的主体。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委员和业内专家，

污道设置情况进行内部生猪、死猪和物料转运。三

按照统一评估程序、评估标准和判定原则的“三统

是运输人员、物资、饲料、生猪、死猪、粪便污物

一”方式，保证评价结果的公平性、可比性和客观

等的车辆按要求专车专用，种猪、仔猪、饲料等的

性；通过高标准严格遴选评估专家，强化评前培训，

运输应采用全封闭式生物安全运输车，运输生猪的

确保评估质量；通过严格把关评估纪律等关键点，

车辆要按规定在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

确保评估专家的廉洁自律和评估工作的公正性；通

加装 GPS 装置。

过严格遵循“证实”和“木桶短板”等评审和结果

4

判定原则，确保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建设成效

4.1

国家评估强力引领，构建了由点及面的

ASF 区域化防控格局
4.1.1

显示了决策层的战略定力和驱动力

4.2

探索了一条防控 ASF 的全新道路，树立了先

进理念与行业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
在生

4.2.1

促进了新型 ASF 防控治理体系的构建

无

猪复产保供和疫情形势均不容乐观、各级畜牧兽医

ASF 小区建设和评估，充分发挥了企业的主体功能，

部门压力巨大的复杂情况下，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调动了各级畜牧兽医部门的积极性，提高了科研院

局及时做出了建设评估无 ASF 小区的战略决策，

所、行业协会的参与度，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与

向全产业和各级畜牧兽医队伍发出主动出击、积极

支持，形成各方协同推进 ASF 防控的良好局面，

应战的动员令。62 个无 ASF 小区的建成，体现了

使“政府引导、企业建设、行业监管”这一互融互

国家持续推进无疫小区和无疫区建设的决心，也作

促原则在无 ASF 小区建设工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为促进生猪及其产品国内流通和国际贸易的“金字

通过无 ASF 小区建设，养殖企业防疫主体意识大

招牌”，成为推动企业和地方主动开展无疫小区建

为增强，政府畜牧兽医人员监管水平得到提升，形

设的重要驱动力。

成了科学防控、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的 ASF 防控

4.1.2

验证了无疫小区建设和评估标准体系的科

新格局。一批生猪养殖企业和基层动物防疫队伍经

基于我国无疫小区建设经验，充分

受住了考验，坚定了政府、行业和企业采用全新思

考虑我国 ASF 流行特点，参照 OIE 无疫小区建设

维、全新模式、全新措施防控 ASF、战胜 ASF 的

原则，构建完成了国家无 ASF 小区建设和评估标

信心和决心。

准体系，为建设和评估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无

4.2.2

疫小区管理技术规范（包括无 ASF 小区标准）于

领作用

2019 年发布后，一些本就重视生物安全管理的企

无害化处理厂、洗消中心等多个生产单元和配套生

业开始运用该规范梳理已有生物安全体系，系统开

产单元于一体的综合防控模式，采取管理、技术集

展查缺补漏；一些企业所在地方省级兽医部门也着

成防控措施，提升了养殖企业的生物安全水平，提

手完善监管体系，加强疫情监测检测。这些积极行

高了无 ASF 小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无 ASF 小

动，首先确保了一批规模化企业达到或接近标准要

区建设发挥了极大的正向引导作用，政府与企业形

求，同时也证明了无疫小区建设和评估标准的科学

成合力，在强化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同时，加强了服

性、适用性和导向作用，加快了我国养猪业生物安

务与被服务的联系，形成了有效互动，加速了政策

学性和合理性

展现了 ASF 防控措施的集成效应和示范引
无 ASF 小区是集养殖场、屠宰场、饲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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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技术方法的融合应用，成为科学技术与具体

小区相辅相成的屏障体系。建成的 62 个无 ASF 小

实践相结合的战场。首批无 ASF 小区的建成，成

区中有 37 个缓冲区内没有饲养生猪，另外 25 个均

为 ASF 防控基础性工程和管理与技术综合发力的

能与当地兽医部门一同针对缓冲区内养殖场户情

典型范例，可复制推广。

况，加强疫情排查，强化道路清洗消毒，严格车辆

4.2.3

激发了 ASF 防控理念和措施的创新优化

人员管理，降低了疫病传入风险。地处林区的无

无 ASF 小区建设着力于屏障体系构建，隔离、清洗、

ASF 小区还与林草部门密切合作，防范野猪传播

消毒、监测等生物安全措施升级，以及猪流、人流、

ASFV，同时也防范家猪疫病传播给野猪。

车流、物流等关键点管理措施优化，成为 ASF 常

4.3.3

态化防控的主要举措和重要创新，也为拓展 ASF

度高的无 ASF 小区正在着力打造从种猪、商品猪

区域化管理模式，统筹规范生猪调运和无害化处理

养殖到屠宰核心链，配置饲料加工、洗消、无害化

监管，推进养殖、饲料及屠宰行业转型升级，促进

处理等辅助链，逐步延长产业链，补齐产业链中生

兽医体系效能提升，完善 ASF 防控机制等探索了

物安全薄弱环节，完善各环节生物安全措施，形成

新的路径。受到无 ASF 小区建设评估工作启发和

生物安全闭环。无 ASF 小区以风险评估为关键点，

鼓舞，各地也在进一步拓展重大猪病防控新思路，

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生物安全体系评估和内审，进一

一些地方已将 ASF 无疫区建设从设想迈入实施方

步找差距、补短板、铸长板，不断夯实防控 ASF

案制定阶段。

等外来风险传入传播的整体能力，并卓有成效。无

4.3

全方位打造生物安全体系，成为企业有效防

范疫病风险的重要抓手
4.3.1

完善落实小区内生物安全措施

构建全链条生物安全闭环

一些规模化程

ASF 小区成功控制 ASF 的同时，多个养殖场的蓝
耳病、伪狂犬病、流行性腹泻等常见病发病率也显

企业由过

著降低，猪场产仔数、成活率和出栏率等主要生产

去对疫苗和兽药的依赖，转向了全方位的生物安全

指标同比均有明显提高。

体系建设，以“隔离、清洗、消毒”为主线，重点

4.4

完善生物安全物理屏障、技术屏障和管理屏障。62

的良好态势

个无 ASF 小区以养殖为基点，不断优化饲料加工、

4.4.1

无害化处理、洗消、隔离以及猪只和人员转运等环

小区为切入点，创新使用了一批行之有效、经济适

节的管理和措施执行。如：通过工作服颜色区分不

用、方便可行的技术手段，且效果显著。如：部分

同生产区域的人员；加大抽样检测频次，并选用高

无 ASF 小区尝试使用巡检机器人、轨道巡栏设备、

敏感性诊断试剂，确保风险早发现、早控制；建有

精液运输无人机等高科技产品，降低人员接触带来

多级洗消环节，建成 82 个封闭式洗消中心，配置

的疫病传播风险；部分无 ASF 小区采用数字化科

高标准洗消烘干系统；配置 999 辆生猪运输车辆，

学饲喂、智能猪只盘点、猪只异动智能报警等控制

其中 52 个无 ASF 小区有 370 辆全封闭生猪运输车

系统，通过智能化监控、红外成像测温和数据收集

辆，运输车辆和转运模式不断优化升级，大大降低

分析技术，实时掌握生猪健康状况和生产数据。同

了调运风险；采用饲料后熟化技术，建设中央料塔

时，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无 ASF 小区内普遍

和饲料输送专线，小区内的料车不进场、不进舍，

应用，62 个无 ASF 小区全部应用了数字化管理软

从而降低了饲料加工和运输风险。

件或系统，能实现生猪生产、销售、存栏、免疫、

4.3.2

提高外部缓冲区风险防范水平

及时掌握

全产业转型升级，展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养殖场技术升级迭代

消毒、饲料、引种、用药、死亡等信息的日常管理、

无 ASF 小区周边 3 km 范围（缓冲区）内生猪养殖

实时分析、风险预警和追溯。

情况，分析风险要素，构建外围缓冲区与无 ASF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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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份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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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育种场和地方品种种猪场入手建设无 ASF 小

8 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

区，强化生物安全体系，进一步促进产业最上游的

态环境部、商务部、银保监会等六部联合发布《促

高质量安全发展，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62 个无

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建立基于

ASF 小区均有种母猪和种公猪，不仅能够满足小

防疫水平的养殖场（户）分级管理制度，鼓励和支

区的种猪和精液需求，而且供应面覆盖全国大部分

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养殖场创建重点猪病无疫区、

生猪养殖企业，从源头上保护了我国生猪种业安全，

无疫小区。当前，国内外动物疫病防控形势复杂且

从而保障了生猪产业安全。

严峻，随着国内 ASF 流行状况出现新变化，政策

4.4.3

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无 ASF 小区有

提出新要求，运用区域化管理理念，建设无疫小区，

机融合了养殖、饲料、屠宰加工和物流等上下游产

对于提升我国养殖产业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增强畜

业，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互促、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牧兽医部门监管监测能力，降低动物疫病发生和扩

的格局。无 ASF 小区统一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和

散风险，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是切实可行，更是行

运行，在促进养殖产业升级的同时，极大推动了运

之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输、饲料、屠宰等产业提质升级，发挥了“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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