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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动物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推行经验
邸

静，闫小芹，宗亮泽，李

萍，李靖宁

（宁夏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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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要求，宁夏结合实际在全

区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并对未来五年“先打后补”推进进行规划。当前通过加强政策引领、
强化培训宣传、调整补助范围、明确补助模式、做好摸底调查、简化申报手续等做法，调动了养殖企业的防疫
主体责任意识，推动了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壮大，提高了疫苗资金使用效率，满足了养殖户对疫苗的多样化
需求。同时，由于养殖场户动物防疫管理水平不高、疫苗资金缺口大、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弱化等原因，部分市、
县（市、区）推动“先打后补”政策积极性不高。建议积极推进法律法规的专项执法检查及宣贯，提高疫苗资
金投入力度，强化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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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Implementation of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in Animals in N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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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required by The Reform on Further Promoting to Implement the Polity of Compensation for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against Animal Disease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the efforts
of“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compulsory immunization against animal diseases were promoted across
Ningxia based on its actual conditions，and the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ﬁve years were planned. At present，through
such measures as policy guidance，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training，adjusting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deﬁning the mode of compensation，thorough investigation，simplifying application procedures，etc.，the awareness
of breeding enterprises for responsibility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was mobilized，veterinary socialized service
organizations were developed，the efﬁciency of vaccine funds was improved，and farmers' various needs for vaccines
were satisfied. However，the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was poor in some cities/counties（districts）due to
farms/farmers' low management level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lack of vaccine funds，poor field system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etc. It wa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o ensur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rough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spection and publicity of special law enforc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increasing
the inputs of vaccine funds，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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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是指由养殖
户采购动物强制免疫疫苗并进行免疫，政府按照标

2
2.1

主要做法
加强政策引领

准进行补贴，目的是进一步强化畜禽养殖经营者的

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实际，

强制免疫主体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1]。宁

制定宁夏“先打后补”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任务

夏于 2017 年开始在全区试点动物强制免疫“先打
后补”工作，2021 年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
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要
求，结合宁夏实际，对未来五年“先打后补”推
进工作进行规划，循序渐进推动此项工作，直至
2025 年全面取消政府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此
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情况
2017 年，宁夏首次在全区试点动物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工作，自治区农牧厅印发了《宁夏动

和保障措施等。各县（区）按照方案要求，结合本
辖区实际，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工作任务、部门职责和推进措施。
2.2

做好培训宣传
通过调研指导、座谈交流、召开会议、举办

培训班、印发宣传材料等形式，开展“先打后补”
政策、新修订动物防疫法及相关制度的宣传和解读，
通过视频培训、现场操作指导，加强“牧运通”系
统运行培训，提高行业人员的操作及管理水平和养
殖从业者的主体责任意识。
2.3

物饲养场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

调整补助范围
全 区 在 补 助 范 围 方 面 坚 持 循 序 渐 进 原 则，

方案》。2017 年全区共有 4 个县（区）22 个规模

2017—2020 年补助范围为全区生猪存栏 300 头以

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2018

上， 蛋（ 种） 鸡 存 栏 10 000 只 以 上、 肉 鸡 存 栏

年有 6 个县（区）35 个规模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免

10 000 只以上，奶牛存栏 200 头以上，肉牛存栏

疫“先打后补”工作，2019 年有 8 个县（区）40

100 头以上，肉羊存栏 5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个规模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2021 年将补助范围调整为生猪存栏 300 头或年出

2020 年全区有 9 个县（区）56 个规模养殖场实施

栏 500 头以上有，奶牛存栏 100 头以上，肉牛存栏

了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2021 年，按照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办牧〔2020〕
53 号）要求，宁夏作为全国 10 个“先打后补”改
革试点省份之一，制定了《宁夏关于深入推进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试点方案（2021—
2025 年）》五年实施方案，在全区 22 个县（区）
分阶段有序推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试点工
作。从 2021 年开始，对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规模
养殖场户实施“先打后补”；2022—2024 年，巩
固规模场（户）“先打后补”成果，逐步推行散养
户免疫市场化运行模式；到 2025 年，全面取消政
府招标采购强免疫苗。

100 头或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存栏 100 只或年出
栏 100 只以上，蛋鸡存栏 2 000 只以上、肉鸡存栏
5 000 只或年出栏 10 000 只以上。补助范围扩大，
让更多养殖户执行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为
下一步政府招标强制免疫疫苗全面退出奠定基础。
2.4

明确补助模式
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场（户）依据

国家和自治区免疫方案要求的免疫病种、毒株及免
疫动物，自主采购所需疫苗并免疫，按照当年当地
政府招标价格进行补助申报，目前全区需补贴牛
71.7 万头、猪 43.4 万头、羊 287 万只、禽 1 056 万只。
2.5

做好摸底调查
在“先打后补”工作开展前，各县（区）按

照实施范围及标准，对本辖区所有符合条件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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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为“先打后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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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高疫苗使用率，节约财政资金

3.3

顺利推行摸清底数。
简化申报手续

2.6

在以往的免疫模式中，疫苗由省动物疾控中
心配送到县级，再由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发放到

2017—2020 年，对申报“先打后补”的规模

乡镇畜牧兽医站，村级动物防疫员领取后对养殖场

养殖场进行督查评分，内容涉及防疫管理、环保要

户进行免疫，中间环节较多，冷链运输难以完全保

求等，申报补助需提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规模

证 [3]。同时，因为疫苗由政府免费供应，养殖场户

养殖场备案审批表、自购强制免疫疫苗采购合同与

超剂量免疫和随意增加免疫次数的现象时有发生，

发票、规模养殖场出栏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复印件

以上种种原因客观上造成了强免疫苗的浪费。“先

及县级以上动物疾控中心或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出

打后补”试点政策实施后，养殖场户自己先期付款

具的强制免疫病种抗体检测报告复印件且畜禽免疫

购买疫苗，向政府申请一定补助，超出补助的部分

抗体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布鲁氏菌病除外）。

自行承担，故养殖场户就会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购买，

2021 年仅需在“牧运通”进行申报，提供自购强

减少了疫苗浪费，养殖场户直接从疫苗生产厂家或

制免疫疫苗采购合同与发票，及县级以上动物疾控

供应商购买疫苗，减少了中间环节，保证了疫苗质量。

中心或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出具的强制免疫病种抗

3.4

体检测报告复印件，且畜禽免疫抗体水平达到国家

有利于提高疫苗质量，降低免疫成本
政府集中采购疫苗种类单一，品牌单一。“先

规定标准（布鲁氏菌病除外）即可。

打后补”实施后，养殖场户可根据疫苗免疫效果、

3

售后服务等情况，自主选择疫苗，疫苗多样化的需

3.1

成效体会
有助于提高养殖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
在以往免疫模式下，政府承担动物强制免疫

求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对疫苗质量、价格和售
后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更能满足养殖场户的合理

工作的组织、实施、疫苗采购、免疫副反应补偿

需求 [4]。

等 [2]。养殖场户作为强制免疫的实际受益者仅只配

4

合政府的工作，从而导致养殖者误认为政府是动物

4.1

强制免疫的责任主体。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贯活动

防疫法》颁布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有关思考
积极推进法律法规的专项执法检查与相关宣
宁夏畜禽养殖主要以中小规模和散养户为主

策实施后，明确规定了养殖户承担防疫的主体责任，

体，强制免疫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对“先打后补”

疫苗采购及免疫均由养殖户进行，大大增加了养殖

政策接受程度参差不齐，普遍认为“先打后补”手

户在防疫工作中的主动性。

续繁琐，疫苗补助金额少，习惯于政府主动免疫，

3.2

有助于壮大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现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因此积极性不高。建议在全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在各级政府和

方式开展服务，90% 的收入源于政府。“先打后补”

有关部门开展宣贯活动，让执法主体及执法人员全

实施后，养殖场户可向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购买免

面知法、认真守法、高效执法。在动物饲养、屠

疫服务，有强免生物制品经营资质的兽医社会化服

宰、经营、运输等领域开展执法宣传教育，规范从

务组织还可向养殖场户销售强免疫苗，从而增加兽

业行为，严厉打击阻碍防疫政策及防疫计划实施的

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收入及创收渠道，促进其更快发

违法行为，让养殖户明白动物防疫是“谁养殖，谁

展壮大。

负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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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疫苗资金缺口大

疫体系建设，出台关于加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相

由于各地养殖产业发展、国家疫苗预算基数

关政策措施或指导意见，进一步稳定动物疾病预防

以上两年统计饲养量为准等因素影响，导致计划免

控制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强化乡镇畜牧兽医站在

疫畜禽量小于实际畜禽饲养量，疫苗资金出现缺口，

动物防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

严重影响强制免疫工作的整体推进。据统计，全区

入力度，确保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

22 个县（区）有 17 个县（区）预计出现强制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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