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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有效解决机构改革后基层防疫力量弱化问题，黑河市积极鼓励、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动物防疫试点工

作，建立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考核方式和取酬标准，择优录用在业务能力、人员规模、规范管
理等方面综合素质强的畜牧兽医服务公司，承担辖区内禽流感等国家强制免疫病种免疫工作。实现了政府职能
的进一步转化，提高了防疫员工资待遇和工作积极性，大幅提升了免疫质量和效率，生物安全措施得以全面落实。
建议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加快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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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reduced capacity at grassroots level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fter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Heihe City，private sectors were encouraged and promo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ilot work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a system of veterinary socialized service to be purchased by the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new
assessment methods and remuneration standards were applied，and the companies for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service were preferential to be delegated，depending on their stro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professional ability，
stafﬁng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etc.，to undertake national compulsory vaccination of avian inﬂuenza and other
animal diseases under their authority. By the above measures，government functions were further transformed，the
salary and enthusiasm of animal health workers were greatly increased，the quality and efﬁciency of immunization were
improved，and bio-safety measures were fully implemented. It wa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support the efforts to speed
up large-scale promotion of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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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是当前动物防疫体

体系弱化问题 [2]，通过改革村级动物防疫机制，以

制改革的需要 [1]。黑河市作为边境地区，非洲猪瘟

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形式，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

等重大动物疫病及外来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日趋严

强化公共服务，促进新型兽医制度建设，提升产业

峻。“十三五”期间，为有效解决机构改革后防疫

发展支撑能力，推动畜牧产业扩量升级。本文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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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立、监督管理、资金保障、考核办法、取得成
果等方面探索分析了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运行管
理和比较优势，以期为今后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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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5 000 元 / 人；集中免疫前后进行一次体检，经

1.1

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

费由县财政统一支出，公司给个人入意外伤害保险，

机制建立
按照国家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完善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的建议，县乡政府及兽医管

约 200 元 / 人。
1.3

监督管理
县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技

理部门充分征求基层防疫队伍意见，结合本地实际，
在部分乡镇率先进行动物防疫体系改革，即采用市

术指导，组织专家组对服务公司的资质和业务范围

场化运作模式，通过专家评审、公开竞聘的方式，

进行考核，同时在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前后，对公司

择优选用业务能力、人员规模、规范管理等方面综

员工的免疫操作和个人防护能力进行培训。乡镇政

合素质强的畜牧兽医服务公司，承担辖区内禽流感

府负责对服务公司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管，在集中

等国家强制免疫病种及其他常规动物疫病的免疫工

免疫时，派出专业人员对免疫密度、免疫质量和

作。服务公司一般由当地职业素养高、技术技能过

效率、档案建设等方面进行监督和考核。按照考

硬的业务骨干牵头成立，从现有村级防疫员或乡村

核标准进行考查评价（表 1），以得分等级发放防

兽医选聘公司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由农业农村

疫经费（表 2）。

部门审核批准，具备畜禽诊疗、动物免疫接种能力，

2

并取得相应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图 1）。

2.1 免疫密度及效率显著提高

1.2

取得的成效
改革前，村防疫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工资

资金保障
服务公司的主要营收：一是县财政针对强制

津贴较低、积极性不高，存在漏免、少免、免疫不

免疫病种拨付的专项资金和防疫员补助；二是国

当等问题，免疫质量很难保证 [3]。购买服务后，畜

家统筹核发村防疫员的工作津贴；三是村委会用

牧兽医服务公司优先选录专业素质高、年富力强的

于动物防疫的转移支付；四是兽药经营、诊疗服

技术人员加盟，工资、津贴、额外补助得以集中使用，

务、繁育改良等收入。合计公司防疫员工资每年

防疫人员工资由每人每年 3 500 元提高到 15 000 元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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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动物防疫工作考核标准

考核标准
考核项目

①免疫密度
②抗体合格率

考核方式
总分值

布病

县乡督导

30

10

8

兽医实验室随
机抽样检测

30

10

8

③进度分

县乡督导

④档案管理

县乡督导

猪瘟

新城疫

8

2

2

8

2

2

考评细则

举例

免疫密度达到 70％以上得
分，为分值 × 免疫密度 ；
低于 70% 的不得分
抗体合格率达到国家标准
的得分，未达标不得分

如禽流感免疫密
度 85%，则得
8×85% = 6.8 分

每一项资料完整的得满分，
不完整酌情扣分

如免疫档案记录
不完整，得 2 分

在规定时间完成免疫的得 10 分，没有及时
完成不得分
免疫档 工作 防疫员 物资疫 报表
总分值
案
日志
档案 苗管理 影像
10

20
⑤乡镇分

禽流感 口蹄疫

乡镇评估

10

4

4

4

4

4

设非常满意、满意、合格、基本合格、较差
5 档，分值分别为 10、9、8、6、0 分

注 ：若①②项强制免疫病种布病、禽流感、口蹄疫免疫密度及抗体合格率均不达标，则③④⑤项一般不得分。

表2

发放，但强制免疫疫苗规格较大、疫苗打开后保存

防疫经费发放标准

等级

得分

发放标准 /%

时间较短、各村间距较远等因素导致疫苗不能按照

A

≥ 95~100

100

B

≥ 90~95

90

实际养殖量合理配置，浪费较大。如，禽流感疫苗

C

≥ 80~90

80

D

≥ 70~80

70

剩下 400 羽份的疫苗就会浪费。购买服务后，免疫

E

≥ 60~70

60

工作可在时间、空间、人员上由公司统一负责、妥

F

＜ 60

50

善安排，剩余疫苗能够用于其他村屯，提高了疫苗

注 ：出现 1 次 F 等级下发整改通报，连续 F 等级取消合同。

以上，有效提高了工资收入，调动了主观能动性，
保证了免疫密度及质量。据统计，改革前一般一次
集中免疫时间在 30 d 以上；成立服务公司后一次
集中免疫只要 7~10 d。在工作效率提高的同时，人
员减少了 50% 以上。
2.2

极大提高了免疫质量
根据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随机抽检结果，

采取购买服务后，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
抗体效价均由从前的 40%~60% 提升至 85% 以上，
超过国家规定水平，评价排名明显高于其他乡镇，
充分说明推行社会化服务优于传统免疫模式。特别
是在布鲁氏菌病集中免疫方面，克服了其他地方防
疫员因感染风险大，存在畏难情绪，导致免疫工作
推进缓慢的问题，按时保质完成免疫任务，效果显著。
2.3

有效增加疫苗使用率
购买服务前，疫苗使用按村防疫员管辖范围

规格 500 羽 / 瓶，某村禽存栏 100 只，免疫 100 只后，

利用率。据测算，通过购买服务模式整体推进，疫
苗用量可减少 40% 左右。
2.4 有效保障生物安全
由于以前开展强制免疫人员较多（每个乡镇
防疫员超过 12 人，最多可达 20 人），存在剩余疫
苗及其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困难的现象，有发
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隐患。购买服务后，工作人
员少，管理规范，剩余疫苗及其包装物回收、处置
及监管工作相对简化，能够有效保障生物安全。
3
3.1

有关思考
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是今后基层防疫体系创

新的方向
一是政策方面，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
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财
政保障和金融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
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二是法律层面，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明确“国家鼓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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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参与动物防疫工作”，指明了在兽医管理制

4

度体系逐步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兽医社会化服务

4.1

势必成为高质量的服务模式，是巩固乡村振兴的产
业基础 [4]。黑河市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
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提高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质
量，为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
3.2

解决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弱化的问题
2018 年开始，各地按照中共中央印发的《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文件精神，逐步将乡镇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整合到农业农村振兴（发展）服
务中心，从运行情况看，日益复杂的动物疫病防控
形势与薄弱的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 [5]。采用购买社会化服务，县乡政府通过量化考

完备，疫苗失效、浪费严重等难题，重大动物疫病

缺乏启动和运营资金，推广难度较大
社会化服务公司的盈利模式、监管性质与政

府密切相关，公司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大多由原村级
防疫员构成，黑河作为边境地区，养殖规模相对较
小，但重大动物疫病、外来病防控任务逐年增加，
导致公司成立和后续运行需要县乡财政的大力支
持，否则仅依靠经营性服务，很难持续健康发展。
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社会化服务建设工作的支持力
度。各地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成立专项的启动和
运行资金，尽快扶持一批技术力量充足、富有创新
精神的专业化服务公司，加快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大
范围推广。
4.2

核标准，按评价得分发放防疫经费，有效破解了过
去防疫员分散、不能有效监管，冷链设施老化、不

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

考核机制尚不完备
目前对服务公司考核的指标主要针对免疫密

度和免疫质量，对公司的运行管理、生物安全、养
殖户满意度等情况未作考察，不能全面衡量服务效

抗体监测合格率、免疫密度率显著提高，牲畜应激

果。建议进一步规范考核指标，细化对服务公司制

死亡率也显著下降，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度建立和运行、生物安全管理、冷链设施设备维护、

3.3

解决基层防疫人员老化和队伍不稳定问题
近年来由于强制免疫病种变化频繁及病毒变

异速度加快，防疫工作任务明显加重，村级防疫人
员年收入只维持在 3 500 元左右，致使年青人参与

人员培训等方面的量化考核标准，督促公司升级服
务标准，切实提高养殖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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