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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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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有关文件精神，安徽省

开展了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情况摸底调查和生物安全专项检查。调查发现，安徽省现有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 103 个，组建了生物安全管理委员会，明确了生物安全责任人、监督员、管理员等各自职责 ；建立健全了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立了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并及时纠正。同时还发现，安徽省兽医实
验室存在生物安全设施设备不足、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生物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加强《生
物安全法》宣贯，持续推进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 ；改善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完善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增强硬件和软件建设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培训，强化监管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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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Bio-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pirit of relevant

documents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 pathogenic microbiology laboratori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pecial inspection on bio-safety of the laboratories were
conducted in Anhui Province.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for 103 laboratories，a bio-safety management committee was
organized to clarify the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bio-safety responsible persons，superviso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establish or improve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emergency plan and response mechanism，to conduct risk
assessment regularly and to apply correction measures in time if necessary. Some problems were also observed，such
as insufficient bio-safety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imperfect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inadequate bio-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etc.，against which，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io-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ﬁling
of animal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laboratories，upgrading bio-safety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improving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enhanc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nstruction，increasing trainings on bio-safety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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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生物安全建

教育系统（3 家）、科研系统（1 家）和第三方检

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测机构（3 家）。其中：2 家实验室执行安徽省市

生后，生物安全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生物安全防

场监督部门监测计划，只对企业加工的猪肉制品开

[1]

范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 。2019 年，我国启

展检测，检测结果仅对安徽省市场监督部门负责；

动了生物安全立法工作，2021 年 4 月 15 日正式实

海关系统实验室负责对进出口猪及肉制品开展检测。

[2]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2021 年 9 月

表1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
体学习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加强国内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级别

实验室总
2
BSL-1 BSL-2 面积 /m

性质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范，严
格管理实验样本、实验动物、实验活动废弃物 [3]。

安徽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概况

兽医系统

为掌握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状况，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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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安徽省开展了动物病原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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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实验室的情况摸底调查和生物安全专项检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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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养殖企业 *

4

0

8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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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9

40 94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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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底数，防范风险，规范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管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1.1

安徽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概况
实验室数量及生物安全等级

总

安徽省现有备案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103

计

注 ：* 为在属地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的实验室。

个，包括：（1）兽医系统实验室 89 个，其中省级
BSL-2 实验室 1 个、市级 BSL-2 实验室 13 个、县

1.3

级 BSL-2 实验室 9 个、县级 BSL-1 实验室 66 个。
（2）

人员配备
全省兽医实验室从业人员约有 490 人、检测

外系统兽医实验室 5 个，其中隶属教育系统 3 个（2

技术人员 372 人。89 个兽医系统实验室共有从业

个 BSL-1 和 1 个 BSL-2）、科研系统 1 个（BSL-1）、

人员 358 人，检测技术人员 282 人（表 1）；14 个

海关系统 1 个（BSL-2）。
（3）各类企业实验室 9 个，

系统外兽医实验室共有 132 人，平均每个实验室 9

其中生物制品企业实验室 1 个（BSL-2）；已备案

人。省级兽医系统实验室现有 11 人，其中博士 2 人、

的大型养殖企业实验室 4 个（BSL-1）；第三方检

硕士 7 人、工勤 1 人；市级兽医系统实验室平均有

测机构 4 个（1 个 BSL-1 和 3 个 BSL-2）（表 1）。

4~5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79%，畜牧兽医专业占

1.2

资质情况

90%；县级兽医系统实验室平均有 3~4 人，本科及

截至 2021 年底，89 个兽医系统实验室均未通

以上学历占 62%，畜牧兽医专业占 85%。各级各

过 CMA 资质认证或 CNAS 认可，但其中 80 家通

类实验室均建立了人员培训考核制度，规定实验室

过了国家或省级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或续展考核。

工作人员上岗前，须接受系统专业知识和生物安全

14 家系统外的兽医实验室中，通过 CNAS 认可的

知识培训，经考核合格经批准方可上岗。

有 3 家，通过 CMA 资质认证的有 5 家，在市级农

1.4

硬件设施设备

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的有 7 家。获省级授权非洲猪

随着实验室续展工作的推进，各地争取兽医

瘟核酸检测实验室 33 家，包括兽医系统实验室 25

系统实验室建设用房，总面积约 28 090 m2，其中

个、系统外实验室 8 个，分别隶属海关系统（1 家）、

省本级 5 107 m2、市级平均面积 375 m2、县级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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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06 m2。省本级兽医实验室设备有 230 台套

设备陈旧，检定和维护不专业，存在一定生物安全

以上，市级平均有 33 种、县级平均 30 种。目前，

隐患。约 50% 的兽医系统内实验室和 30% 的第三

2

14 家系统外实验室平均面积 900 m 以上。近几年，

方检测实验室，个人防护装备配备不合理，质量参

随着兽医体制改革的施行，一批新建、改扩建的一

差不齐。

级和二级兽医实验室正在建设中。此外，一些大型

2.2

养殖企业、兽药或疫苗生产企业的实验室在在属地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
由于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因场地搬迁、工作

的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了备案，逐步开展“先

经费不足、实验室人员流失和检测业务减少等因素，

打后补”相关检测的社会化服务。

少量兽医实验室未能及时重新组建生物安全管理委

生物安全管理概况

1.5

员会，生物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不完善，管理体系不

目前，全省兽医系统、科研系统、海关系统

健全，没有及时更新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对一

实验室和部分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均能按照要求，参

些新标准、新规范、新要求未写入生物安全管理体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组建生物安全管理委

系文件中。近年来，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和大型养殖

员会，明确生物安全责任人、监督员、管理员等，

企业实验室发展迅猛，现场检查发现普遍缺少生物

并明确各自职责；建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和相

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或者没有按照指定的标准制定

关制度，建立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定期开展风险

规范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体系文件。

评估并及时纠正。实验室环境、仪器设施和个体防

2.3

部分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护设备基本符合规定。实验室人员基本参加了生物

部分实验室生物安全警示标识不完整、不规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操作技术等培训，提升了生物

范，缺少清洗消毒效果检测记录、关键防护设备定

安全意识和个人防护能力，基本能按照生物安全相

期检测与维护记录等；少数实验室“三废”处理不

关要求开展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样本的保藏

规范，记录不完整；大多数实验室针对实验室人员

与管理、废弃物的处理基本符合生物安全有关规定。

的实际操作技能演练及生物安全应急演练不足。

大多数实验室的记录和档案各项制度已建立。未发

3

现有实验室违规使用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菌（毒）

3.1

种情况，未发现涉及非洲猪瘟病毒、高致病性禽流

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的主要做法
强化组织领导
在政府层面，建立了省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

感病毒、口蹄疫病毒等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制，成员单位有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教育、科技、

验活动相关研究论文发表情况。

林业、海关、科研等部门。在部门层面，安徽省农

2

业农村厅 2020 年联合卫生健康委等 7 部门联合下

2.1

存在的问题
实验室生物安全设施设备不足
调查表明，一些实验室建筑老旧，房龄在 20

发了《关于转发农业农村部办厅等 7 部门关于加强
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年以上的约占 30%。全省兽医实验室，有 95% 缺

强化各级各类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设立单位及主

少生物安全型的内排式高压蒸汽灭菌器（98/103）

管部门的日常管理责任，并在安徽省政务服务网上

和应急箱（98/103），91% 的实验室缺少污水处理

公布了从事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

设施（94/103）等。79 个通过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

验活动审批事项，严格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的市县级实验室中，主要设备需要更新（运行超过

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一级、二级实验室开

5 年以上）的实验室约占 50%。50% 以上实验室的

展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高压蒸汽灭菌器、通风橱、生物安全柜等生物安全

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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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藏管理办法》，禁止保藏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

控中心安排专人负责，一是转发高级别生物安全实

个人保藏菌（毒）和样本，并将其列入监督执法的

验室专家讲座视频和国家疫控中心线上培训通知，

重要内容。2021 年 12 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

要求各市、县（区、市）兽医系统实验室、大专院

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组建了安徽省病原微生物实验

校、科研机构、海关、第三方检测机构兽医实验室

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受委托承担实验室设立与

组织收听收看；二是组织编写《兽医实验室生物安

运行的生物安全评估和技术咨询、论证等工作，从

全管理资料汇编》，汇集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源头控制生物安全风险，并对全省病原微生物实验

文件等，下发到各相关单位进行学习；三是组织专

室生物安全管理提供咨询意见，实行生物安全风险

家赴地市开展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专题培训，对溢

评估的动态管理。

洒等实验室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开展处置培训。

加强技术支撑

3.2

4

安徽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作为技术支

4.1

有关思考
加强《生物安全法》宣贯

撑单位，2021 年底新增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科，

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物安全观和总体

安排专人负责省本级兽医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工

国家安全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作，并协助做好全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9 月 29 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上重

全管理；对系统外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兽医实验室的

要讲话精神和《生物安全法》要求，对各级、各类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完善、运行不规范的情况进行

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设置单位和相关人员进行

指导并及时修正。2021 年，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

广泛的宣传，切实提高生物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4.2

继续推进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工作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安徽省实际，指导地市

充分利用省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平台，加

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了《滁州市动物病原微生

强与教育、卫生健康、科技、林业、海关等部门沟

物实验室备案管理办法（试行）》《阜阳市动物疫

通协调与信息互通，摸清系统外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病强制免疫效果评价第三方兽医实验室备案管理办

验室底数，制定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管理办

法（试行）》。目前，合肥市、滁州市、阜阳市、

法，强化实验室备案管理，扎实开展源头备案审查，

芜湖市共完成了 8 家第三方实验室的备案工作，为

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定，全面落实各项管理措施，

“先打后补”等检测社会化服务工作提供了有益补充。

确保实验样本、实验动物、实验活动废物安全可控。

3.3

扩大宣传培训

同时，建议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大型养
2021 年 4 月 15

殖企业自检实验室的梳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日，值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和《中华人民

推进实验室备案管理工作。此外，建议建立信息共

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实施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以

享机制，开发专用网络信息报送平台，采集系统外

“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生物安全法》宣传”

兽医实验室和企业实验室以及第三方检测数据，并

为主题举办第三期“三农讲堂”，就农业转基因生

安排专人定期分析汇总，为动物疫病防控提供技术

物安全管理进行专题讲座；安排省动物疫控中心主

支撑。

要负责人在安徽电视台做视频讲座，并接受《安徽

4.3

3.3.1

组织《生物安全法》宣贯

日报》《安徽商报》等新闻媒体采访，宣传《生物

改善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各级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动植物保护

安全法》的立法背景、意义和生物安全管理相关工作。

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 年）》，争

组织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培训

取财政经费改善系统内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条件。

3.3.2

省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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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系统外和企业的实验室也要根据需要，加大兽

立健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提高其生物安全

医系统实验室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特别是对生物安

管理水平。
当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面临的形势仍

全防护基础设施、生物安全仪器设备要进行更新升
级和补充完善
4.4

[4-5]

。

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将系统外兽医实验室和大型养殖企业、生物

制品企业兽医实验室纳入标准化统一管理范围，明
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责任主体，对动物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建议国家或省级层
面抓紧制定相关标准和规范，省级业务部门要指导
各级各类兽医实验室结合自身实际，编制完善《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手册》《生物安全管理程序文件》
《生物安全应急预案》等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4.5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培训
利用线上和线下培训平台，对各级各类兽医

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负责人、生物安全管理人员、实
验室技术人员、工勤人员等加强生物安全警示教育，

然复杂严峻，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动物疫病已经定
殖，防控压力巨大，对肉类供给安全构成威胁。一
些人兽共患病时有发生，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各级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作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技
术支撑单位，要加强行业自律，按照上级统一部署，
加强兽医实验室建设和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贯彻好、
落实好、宣传好《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
同时，要加强与科技、卫生、环保、市场监管、海关、
教育等部门的合作，加强技术指导和支持，努力实
现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共
同推进涉及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要继续开展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自查
排查，防微杜渐，排除隐患，为畜牧业保驾护航，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开展试验标准操作、进出实验室穿脱防护装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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