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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1+1+6”
动物疫病防控模式
李海英，郭海深
（济宁市兖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兖州区农业农村局，山东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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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模式，即一个指挥调度中心、一个执法保障、六条专班工作线。畜牧兽医事业服务中心依据
要：

养殖大数据，制定全年疫病防控方案 ；畜牧兽医执法中队对免疫情况开展执法督导核查 ；兽医实验室监测、兽
药饲料监察、专家服务团、法制科普宣传以及无害化处理等 6 个职能科室，对低于标准抗体效价的养殖场户及
时引导其补防补免，组织举办疫病防控培训，提升全区动物疫病防控水平。文中指出了大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带
来了新问题以及畜牧业绿色环保、生物安全、老病新发、混合感染等问题，结合“1+1+6”模式在职责明确、
思想转变、解决后顾之忧、科学制定预案、加大依法督查力度、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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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1+1+6”mode means one command center，one support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ix special operating
lines. Speciﬁcally，livestock and veterinary service cent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nual plan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big data concern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lochus of livestock
and veterinary law enforcement is responsible for law enforcement，supervision and verification for the status of

immunization ；six functional departments，including veterinary laboratory monitoring，supervision for veterinary

drugs and feed，expert team，leg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bio-safety disposal，are responsible to timely guide
farms/households where the antibody titer is lower than relevant standard to supplement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vaccination，to organize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raining，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ross the whole district. In the paper，the emerging problems caused by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law enforcement reform，and othe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bio-safety，reoccurrence
of“old”diseases and mixed infection in livestock industry were put forward，and responsibilities to be defined，
ideas to be changed，worries about future consequences to be solved，plans to be scientiﬁcally developed，intensiﬁed
supervision according to laws and support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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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战略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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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发生改变

1.3

入实施，绿色安全、高产高效畜牧业成为拉动供给

随着新修订《动物防疫法》的施行，动物疫

侧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中坚

病防控由过去单纯的疫病诊断、治疗以及春秋两季

引擎。然而，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猪蓝耳病、

防疫等技术防控，向执法监管、技术防控、服务监

布鲁氏菌病等疫病的发生，不仅给畜牧业生产造

管相结合的轨道转变。以往技术层面业务量占比多，

成了较大损失，也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重威

而现在要兼顾违法案件查办处置等，这也是动物疫

胁，更给各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2021 年 5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颁布施行，同时各地农业综合执法改革
也相继尘埃落定，面对新环境、新业态，如何做好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与执法工作的衔接，已引发
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笔者对近年来兖州区采取
“1+1+6”模式构建动物疫病防控法技支撑、防检
融合工作体制机制的做法进行了调研和总结，针对
性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供同行参考。
1

“1+1+6”模式背景

1.1

工作性质向防检融合转变
2016 年以前，兖州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主要

由区畜牧兽医站承担。2016 年 4 月，兖州区设立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2]，将区畜牧兽医站机构职能和
人员，整建制合并到动物卫生监督所，承担动物疫
病防控、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兽药饲料监管、畜禽
屠宰等职能，执法监管职能比重增加。2019 年 3 月，
兖州区根据组建大农业执法需要，又将区动物卫生
监督所整建制合并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区畜
牧兽医局组建为区畜牧兽医事业服务中心。随着机

病防控法技支撑、防检融合的关键环节。总体上，
要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者不仅要理论过硬、技术过
关，更要加强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意识和素质的养
成，迅速实现由业务型向法技业务兼有型转变。
2

“1+1+6”模式内容及运行情况

2.1

“1+1+6”模式创建
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后，为应对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便于工作处置，兖州区
又增设区畜牧兽医执法中队，具体承担疫病防控、
检疫、无害化处理、兽药饲料监管和畜禽屠宰管理
等监管职能。自 2019 年以来，兖州区依托省级无
规定动物疫病区和省级兽医实验室标准化改造提升
等项目，逐步构建起了“1+1+6”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体制机制，形成了以“区畜牧兽医事业服务中心
为总指挥调度，以区畜牧兽医执法中队为保障，
以兽医实验室监测、兽药饲料监管、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疫病诊疗、法制科普、无害化处理 6 条
工作专班为支撑”的动物疫病防控条块融合体系。
“1+1+6”模式，即 1 个指挥调度中心、1 个执法
保障、6 条专班工作线（图 1）。

构调整以及工作领域、工作环节的变化，原疫病防
控工作开始由专业化、技术型向着多元化、法制化
转变，防疫工作和检疫出证工作实现了相互融合、
防检合一。
1.2

队伍构成发生改变
组建农业执法大队前，动物疫病防控人员性

质为事业身份，属于专技人员，划归执法大队后，
一部分人员将实行参公管理，走向执法岗位和管理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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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兖州区“1+1+6”动物疫病防控模式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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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6”模式运行情况

性。在处理病死畜禽无害化和常态化工作督导中，

“1+1+6”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先由畜牧兽医

由于执法人员多数具备初 / 中级以上职称和一定的

事业服务中心根据养殖业分布、养殖种类、数量等

疫病防治经验，能够及时、高效和养殖场户进行沟

大数据，制定全年疫病防控工作方案，申请区级财

通交流，从技术层面为养殖场户答疑解惑，从而在

政专项经费，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提供物资和经费
保证。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免疫中后期 [1]，由畜牧兽

执法过程当中，能够赢得养殖场户的理解配合。
3

医执法中队对各镇街免疫情况开展执法督导核查，
对于拒防漏防和玩忽职守、弄虚作假等行为进行查
处，确保免疫覆盖率达到 100%。2019 年以来，累
计查处不按标准实施免疫场户 12 家，全部要求其
依法改正。在平时工作中，所有人员承担辖区内动
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春秋两季疫病防控的关键
节点，兽医实验室监测、兽药饲料监察、专家服务
团、法制科普宣传以及无害化处理等职能科室，各

有关思考
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兖州区在推进“1+1+6”

法技支撑、防检融合模式，构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
随着大农业综合执法改革的深入，执法主体、执法
领域、监管措施等还会出现新情况，尤其是养殖业
面对绿色环保、生物安全、老病新发、混合感染等
问，还有亟待解决的瓶颈 [4]。结合兖州区经验做法，

司其责、上下联动 [3]，开展禽流感、猪瘟、非洲猪

得到以下启示：

瘟、牛羊布病等疫病的重点监测，每年开展兽医实

3.1

职责要明确

验室主动监测和随机监测 20 余次，采血抽样达到

在兖州区“1+1+6”模式发展中，区畜牧兽医

1 200 头份（羽份），对低于标准抗体效价的养殖

事业服务中心统管全局，提供物资、资金等保障；

场户及时引导补防补免，从而确保养殖场户畜禽生

区畜牧兽医执法中队依法监管，为疫病防控工作顺

产安全。在每年春秋两季普防前期，都有法制科普

利推进创造宽松环境，用法纪管控力量保障疫病防

和专家团分区划片，组织举办疫病防控培训，有的

控工作。从 6 条专班工作线相互配合、运转高效来

还把技术指导送场到户，对于新近发生流行的疫病，

看，要做好县级疫病防控工作，必须要有标准化兽

面对面教授防控基本技能和最新进展信息，每年培
训达 2 000 人次，发放科技丛书资料 10 000 余册，
大大提升了全区养殖场户科技防控能力和水平。
2.3

法技融合的运用
兖州区坚持依法监管和技术防控相结合，由

区畜牧兽医执法中队牵头组织，每年不定期集中开
展兽药饲料销售、添加饲喂执法监督检查，严厉查
处销售假劣兽药、饲料和疫苗等违禁行为。同时，
加大对私屠滥宰和乱丢运销不明死因畜禽行为的查
处力度，规范全区检疫出证程序，检疫出证全部收
缴区级层面，镇街兽医站职能改为现场初验协检，
检疫出证全部由畜牧兽医执法中队执法人员核实出

医实验室，因为如没有实验室监测数据做支撑，就
无法掌控辖区内疫病防控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
建设配套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年处理病死畜禽
能力要略大于当地每年病死畜禽最高量，对于防控
备案的养殖场户因病害死亡需无害化处理的，畜牧
兽医部门要优先积极协助受理。
3.2

思想要转变
过去执法人员单纯从技术层面开展疫病防控，

但是随着工作和执法改革深入，承担执法监管的任
务要多一些。因此，必须转换思维和工作角度，由
专技型向法技兼有型转变，主动开拓视野，扎实学

证，对不按照防控要求进行强制免疫的场户，一律

深、弄懂，会用畜牧法律法规处理遇到的实际问题，

不予检疫出证，提高了养殖场户免疫积极性和自觉

做既懂业务又晓法理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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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后顾之忧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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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养畜禽的防疫免疫督查，督促规模养殖场户建

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离不开专业技术和

立防疫档案。要严格畜禽交易市场管理，切断疫病

专业人才。随着农业执法改革推进，有人担心职称

传入途径，针对防控工作中收到病死畜禽报告，及

岗会逐步被参公管理岗取代，存在不同程度消极现
象。为打消这种顾虑，2021 年初，兖州区人社部
门按照专技人员基数，为农业执法大队按比例重新
设置专技岗位，增设了正高级和副高级岗位，从而
确保动物疫病防控队伍稳、人心齐。
3.4

预案制定要科学
对全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要制定工作方

时派出技术人员现场鉴定，妥善做好无害化处理。
3.6

科技在疫病防控中的作用要发挥
要组织专技人员对规模养殖大户免疫情况进

行跟踪服务，加强防疫科技知识培训，传授防疫、
消毒、饲养、诊疗等技术，提高规模养殖场户综合
防疫水平，以点带面，促进全局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案和应急预案 [1]，要根据辖区内畜禽存养总量，提

质量的大幅提升。

前做好疫苗购置、供应和发放工作，严格按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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