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 医 管 理

2022 年第 39 卷第 5 期

对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管的思考
张永康 1，李庆爱 2，李翠萍 3，牛连信 4
（1. 民权县畜牧发展服务中心，河南民权

476800 ；

2. 睢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河南睢县

476900 ；

3. 商丘市动物检疫和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商丘
4. 滑县农业农村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河南滑县
摘

476000 ；
456400）

要 ：屠宰环节是“瘦肉精”检测的关键环节。我国颁布了相关法规和条例，建立并完善了相关规范和标准，

强化屠宰场监管，持续加强屠宰环节“瘦肉精”检测和监督抽查工作。通过分析我国屠宰环节“瘦肉精”的监
管现状，指出了存在的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牛羊产品风险较高，试纸条及检测方法存在不足等难题，
由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制度，加大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管力度，加强快速检测方法研究，
提速信息化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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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key to detect“clenbuterol”during slaughter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to establish or improve relevant norms and standards，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for slaughterhouses，an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detection，supervision and random inspection for“clenbuterol”in slaughtering. In the
paper，the status of such supervision was analyzed，and such problems as imperfect laws，regulations and supporting
systems，high risk of cattle and sheep products，insufﬁcient test strips and detection methods were pointed out，then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including further improving laws，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s，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for“clenbuterol”in slaughtering，quickening researches on rapid detection methods，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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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食品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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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动物性食品中兽

法，持续加强屠宰环节及全产业链监管，联合多部

药最高残留限量》等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禁止，并

门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同时注重政策引导屠宰产业

规定动物及产品中不允许有“瘦肉精”残留。屠宰
环节是动物养殖和动物产品加工经营的关键环节，
在屠宰环节开展并加强“瘦肉精”检测及监管，对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1

转型升级，不断加强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2.1

颁布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先后颁布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屠宰环节监督管理中逐渐形成
了以《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为主要法规依据，以屠

了解“瘦肉精”
“瘦肉精”按结构可分为 3 大类共 30 余种，

常见的有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和沙丁胺醇。

宰场监督检查办法为细则，以畜禽屠宰标准体系为
技术标准的监督管理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一公司发现，动物饲养中“瘦
肉精”使用量达治疗量 5 至 10 倍时，产生能量重
[1]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生猪实行定点
屠宰，猪以外的其他动物屠宰管理，由省、直辖市、

分配作用，可提高料肉比，缩短出栏时间 。“瘦

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在其他动

肉精”在家畜饲养环节较长时间使用才能产生效果，

物屠宰管理方面，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饲料中添加剂量一般超过 5 mg/kg，导致动物产品

宁、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贵州、陕西、甘

中残留蓄积，其中在肝、肺和肾中残留蓄积浓度

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5 个省（自治区 / 直辖市）

[2]

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畜禽屠宰条例、动物防疫条例

以最常见的盐酸克伦特罗为例，其化学性质

等地方性法规，配套了相关制度与标准，主要制度

稳定，在肉类产品中的残留经烹饪难以消除或失

设计与生猪屠宰管理基本一致，进一步规范了地区

去活性。人类摄入的肉类产品中残留较高（大于

畜禽屠宰管理；未实行屠宰定点管理的省份，对屠

200 ng/g）时，易出现中毒反应，表现恶心、呕吐、

宰企业核发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以加强屠宰环

心慌、头疼、肌肉震颤等症状，对心脏病、高血压、

节监管，保障肉品品质安全。

最高 。

甲状腺功能亢进、前列腺肥大等疾病患者危害更大，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02 年发

严重者甚至死亡 。“瘦肉精”中毒的事件屡有发

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生，1989 年 10 月 至 1990 年 7 月， 西 班 牙 135 人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

因食用牛肝导致盐酸克伦特罗中毒住院，经测定牛

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4]

肝中残留浓度高达 160~291 ng/g 。2001 年 11 月，

释》，2013 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广东河源市 484 人因盐酸克伦特罗中毒住院，当地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所采猪肝、猪肉样品中盐酸克伦特罗残留量分别为

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国务院于 2007 年颁

[5]

72~9 740 ng/g 和 48~1 160 ng/g 。

布实施《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2

的特别规定》，为加强监管、增加部门配合、惩治

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管现状
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全国人大、

国务院和各地陆续颁布、修订了多部法律法规，完

相关违法行为提供有力保障。
2.2

强化监督监管

善了配套检测标准，为维护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

2011—2016 年，农业部在全国持续开展生猪

的法律支撑。农业农村部门发布了相关监督检查办

定点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督检测工作，兼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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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样品的“瘦肉精”监督检测工作。2017—2019

试纸条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结果容易判定、反

年，农业农村部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屠宰环节“瘦

应时间短、检测灵敏度高等优点，但使用中存在误

肉精”监督检测和风险监测，检测样品以猪样品为

检为阳性的情况，阳性样品需经仪器检测确认。

主，并增加了牛、羊样品量，在风险监测环节“瘦

在监督检查抽样检测时，多用酶联免疫吸附

肉精”类物质检测种类增加到 9 种。自 2016 年来，

法（ELISA）试剂盒进行样品初步筛选。该方法灵

农业农村部每年开展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

敏度高，操作比较简便，结果判定需借助仪器，检

加强生猪屠宰监管，严厉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
为，保障肉类产品安全。
按照现行规定，屠宰场负责“瘦肉精”检测
在内的肉品品质检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驻官方
兽医对屠宰畜禽及产品进行检疫，产品经品质检验
和检疫合格后开具相关证明，方可上市销售。为加
强监管，强化屠宰场责任落实，2016—2017 年，
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生猪屠宰厂（场）监督检查规
范》《生猪屠宰厂（场）飞行检查办法》等文件，
规定了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等相
关单位对生猪屠宰厂（场）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监
督检查和产品抽查，加强屠宰场监管。2018 年 5 月，
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生猪屠宰标准化创建实施
方案》，力争到 2020 年，在全国创建 100 家左右
示范场，推动生猪屠宰行业升级。
此外，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
委多次联合开展清理整治行动，先后印发《关于查
处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等药品的紧
急通知》《关于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和使用盐酸
克伦特罗等药品违法行为的通知》《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瘦肉精”专项整治方
案 > 的通知》等文件，在全国清理查处非法生产、
经营、使用“瘦肉精”等药物的违法行为，多管齐
下形成合力，全方位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3

关于“瘦肉精”检测方法及标准
目前多种方法在屠宰环节“瘦肉精”的检测

测时间约 1h，阳性样品一般需要经仪器检测方法
确认。仪器检测方法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
谱 - 质谱、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等方法，仪器检测
方法准确度和精准度高，但对样品处理、人员操作、
仪器设备等要求高，多用于被检样品的实验室检测。
为统一检测方法及检测标准，农业农村部以
公告的形式发布了 14 项“瘦肉精”检测国家标准，
包括使用 ELISA、高效液相色谱法 - 质谱法、气
相色谱 - 质谱法等多种方法检测尿液和动物产品中
“瘦肉精”残留，明确了适用检测样品、检测限、
检测步骤、结果判定等技术规范。
4

当前主要存在的问题
随着屠宰领域监督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各

级政府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食
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我国肉制品品质和质量
安全形势持续向好，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动物
产品抽检结果合格率保持 99% 以上。但目前在屠
宰环节“瘦肉精”监管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
4.1

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有待完善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中未明确代宰加工中

屠宰场与货主责任，相关人员和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力度较轻。部分省级畜禽屠宰条例尚未发布，
地区畜禽定点屠宰及监督检查方案有待明确。与
条例配套的多项现行标准规程制定时间较久，相
关规程与产品品质保障需求存在出入，亟需修订
更新，如现行《生猪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于

及监督抽检中得到应用，可实现从尿液、肝脏、肌

1999 年发布实施，现行《鲜、冻片猪肉》国家标

肉等样品中检测“瘦肉精”。屠宰场现场检测“瘦

准于 2001 年发布实施，现行《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肉精”中，多使用三联或单联快速检测试纸条。该

于 2008 年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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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产品风险较高

4.2

5.3

加强快速检测方法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北京、新疆、山东等

建立完善“瘦肉精”现场快速检测试纸条质

多地报了公开报道了数起牛羊产品“瘦肉精”检测

量标准和操作标准，组织开展比对验证试验并公布

不合格事件。而目前部级屠宰环节监督检测抽查以

结果，淘汰不符合相关标准产品，引导企业购买使

猪样品为主，牛羊样品采集检测量仍偏少，抽检方

用高品质产品。持续开展检测方法的研究和优化工

式有待改进，抽检力度有待加大。

作，提高检测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确保对各种

试纸条及检测方法存在不足

4.3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市面上有 20 多家企
业生产的百余种“瘦肉精”现场快速检测试纸条，
但部分试纸条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质量不稳定。仪器
检测方法灵敏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如目前
广泛采用的“瘦肉精”国标检测方法《动物源性食
品中 β- 受体激动剂残留检测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
法》，对盐酸克伦特罗的检测限定值为 0.5 μg/kg，
而日本标准检测限为 0.05 μg/kg。
5
5.1

有关思考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制度
修订《生猪屠宰条例》，特别是进一步明确

新型“瘦肉精”的灵敏准确检测。
5.4

提高屠宰监管信息化水平，加强数据库的建
设和维护，整合现有各级机构数据库，确保不同数
据库中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从养殖场到餐桌全链条
监管和全程可追溯。提高企业负责人、企业肉品品
质检验员、政府监督检查人员的业务水平，开展法
规政策、抽样方法、检测方法等方面培训，保证采
集样品的代表性，检测结果的科学性，监督检查的
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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