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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养殖场（户）新冠肺炎疫情防范
及应急处置指南（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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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科学指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畜禽养殖从业主体安全生产和个人防护，依据国务院和吉林省新冠肺炎

疫情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结合吉林省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制定《吉林省养殖场（户）新冠肺
炎疫情防范及应急处置指南（第一版）》，提出 5 项常规防范措施和 3 项紧急处置措施，用以及时控制、减轻和
消除养殖场（户）发生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危害，维护正常生产秩序，最大程度地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
畜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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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nd Emergency Response in
Farms（Households）in Jilin Province（First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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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guide the safety production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in the entities for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Guidelines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nd Emergency Response in Farms（Households）in Jilin Province（First Edition）was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OVID-19 team in Jilin Province，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effort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rural areas in the Province，in which，ﬁve conventional
countermeasures and three emergency response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timely control，reduce or eliminate any
possible harm caused by human infection with COVID-19 in farms（households），maintain their normal production
order，and minimize any loss and impact of the outbrea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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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畜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制定本指南。

编制目的
为科学指导全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畜禽养殖

2

编制依据

从业主体安全生产和个人防护，提高疫情防控应急

依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处置能力，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畜牧业健康发

联控机制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展，维护正常生产秩序，最大程度地减少新冠肺炎

八版）》《新冠肺炎疫情消毒技术指南（第八版）》，

收稿日期 ：2022-05-20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当前农村地区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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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

和宣传，提高畜禽养殖行业从业人员整体防范意识。

村畜禽养殖管理指南》，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乡村两级要落实好张贴和发放省里统一制定的《养

办公室制发布的《吉林省农村地区疫情管控工作方

殖户畜禽防疫公示板》《养殖户疫情防控明白纸》

案》《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消毒标准指

等，通过地方电视广播、村屯大喇叭、移动宣传车

南》《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场消毒技术方案》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新冠肺炎疫情和重大

《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终末消毒评价技术方案》《省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重点场所消毒工作的通知》（吉防办明电〔2022〕
205 号）等要求，结合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特点
及畜禽养殖行业特征，组织制定本指南。
3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全省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

人，特别是发生从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畜禽养殖
场（户）。各地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确保处置措
施适应本地疫情发展形势和工作实际。从事兽药和
饲料生产经营、动物诊疗、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牲畜交易市场、屠宰场等相关场所可参照执行。
4
4.1

总体原则
统一领导，联防联控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新冠疫情和
重大动物疫情的“两疫”应急处理工作实行属地管
理，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4.2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的

常态化防控措施，针对养殖场（户）发生人新冠肺
炎疫情突发事件，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统

动物疫病防控知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好人员、
技术、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储备工作。坚决精准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严格畜禽养殖场（户）闭环管理，
做到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对可能危害
畜禽养殖主体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的情况要及时分
析预判，发生紧急情况时，要迅速反应、果断处置、
及时止损。
5

常规防范措施
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5.1

主动学习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自觉遵守属

5.1.1

地防控要求

勤洗手、常通风，减少与村屯其他人

员接触，不前往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避免人
员聚集。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和动物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加强养殖场区常态化生物安全措施，积极
开展新冠肺炎和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工作。
实行封闭饲养管理，严禁外来人员入场

5.1.2

场区内管理人员要相对固定，减少进出场次数。严
格控制出入圈舍的人员、器具及车辆，区分生活区
与养殖区用具、衣物等。所有跨区域流动人员均须
采取完善的防护和消毒措施。
有效防范有害生物

5.2
5.2.1

灭鼠

在养殖场围墙四周建立“生石灰 +

碎石”隔离带，防止老鼠入场；制定符合本场实际

筹保障从业人员财产安全。采取科学、精准、人性

的灭鼠计划和方案，养殖场加装防鼠板，根据鼠害

化管控处置措施，加强人文关怀和纾困解难，及时

情况使用灭鼠药和捕鼠器械等方式防鼠灭鼠。及时

回应关切，守护畜牧养殖行业从业人员的生命财产

收集死鼠和残余鼠药，鼠尸喷消毒药，不得徒手触

安全。

摸，用相关器具将其放置在密闭塑料袋内，用焚烧、

4.3

宣传培训，精准防控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防疫知识的培训

深埋等方法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5.2.2

驱虫

保持场区的清洁干燥和栏舍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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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清理畜禽粪尿、动物尸体、垃圾、积水等；用

垃圾等外来运输车辆应粘贴封条，严禁司乘人员下

纱窗、水帘等设施阻断蚊蝇进出养殖场的通道，也

车并在场外对整车、所卸货物及周围环境进行全面

可使用捕蝇瓶、粘捕式蚊蝇灯、粘蝇纸等消灭蚊蝇。

消毒，使用 0.3%~0.5% 过氧乙酸或复合酚进行喷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安装吸入式杀虫灯。

洒或熏蒸消毒，消毒时间不少于 1 h。

防范野生动物

5.2.3

妥善维护场区外部围栏等

入场消毒

5.3.3

场区入口消毒池

使用 2%~4% 氢氧化

设施设备，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及时清除养殖场区

5.3.3.1

内外杂草，适度控制植被生长；安装驱鸟器、反光

钠溶液。

镜等防鸟屏障，防止鸟类进入料仓、料塔等设施

5.3.3.2

设备。

2%~4% 氢氧化钠溶液；入场人员使用 0.1%~0.2%

人员及物资通道

地面消毒垫使用

养殖场（户）内原则上

过氧乙酸进行雾化消毒；物体表面使用 500 mg/L

禁止饲养犬、猫等宠物，防止弓形体病、旋毛虫病

的二氧化氯进行喷洒、擦拭或浸泡消毒，消毒时间

等疫病传染，或其他病原微生物经宠物体表传播扩

不少于 30 min；外部区域衣物使用有效氯 500 mg/L

散。特殊情况下饲养的，应在养殖区域加设围栏，

消毒剂进行浸泡消毒，消毒时间不少于 30 min。

并采取约束性措施将宠物活动范围限定在生活

5.3.4

区内。

5.3.4.1

杜绝与宠物混养

5.2.4

5.3

消毒前的准备
消毒人员

场区道路

使用 10% 漂白粉，每周更换

1 次。

科学开展预防性消毒措施

5.3.1

生活区消毒

5.3.4.2 办公室、食堂、宿舍、洗澡间及更衣室等
应根据养殖规模合理确定消

温度适宜时，可采用自然通风或排气扇加强空气流

毒人员数量；上岗前应经过培训，熟练掌握消毒药

通，如使用集中空调，应当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并

品配制、消毒方法、消毒器械使用和个人防护等基

定期对送风口和回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

本知识。

毒或更换。室内每日清洁，在无人条件下选择过氧

5.3.1.1

高压冲洗机、扫帚、

乙酸、二氧化氯、过氧化氢等消毒剂，参照产品说

叉子、铲子、铁锹、水管、防护用品（如防护服、

明书采用超低容量进行雾化消毒，消毒时间不少于

口罩、手套、护目镜、防护靴）等。

30 min。

5.3.1.2

5.3.1.3

消毒器械和工具

消毒剂及消毒方法

根据需要合理储备

生产区消毒

5.3.5

氢氧化钠（火碱）、生石灰（氧化钙）、复合酚、

5.3.5.1

次氯酸、过氧乙酸、二氧化氯、过氧化氢及酒精、

渣、蜘蛛网，及地面、内外粪沟、排粪管道和漏

84 消毒液等。可采取雾化、熏蒸、喷洒、擦拭等

粪板下的粪污；用 60 ℃以上的热水及除垢剂清洗

方式开展消毒，在密闭空间内，优先推荐雾化方法

所有畜禽圈舍、水管、漏缝地板、排粪管道等固

进行消毒。低温条件下，应使用经过卫生安全评价

定设备，并使用高压水枪进行二次清洗；圈舍消

并备案的低温消毒剂进行消毒。

毒应按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原则，使用有效氯

5.3.1.4

消毒原则

应科学开展消毒，避免出现

过度消毒或者无效消毒的情形。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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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消毒

畜禽及饲料、兽药、生活用品、

畜禽圈舍

清扫圈舍表面灰尘、饲料残

5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消毒时间
不少于 30 min，然后清洗干净；水料线消毒应拆
除饮水器、料线和接头等进行浸泡消毒，重新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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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 蓄 水 池 及 管 道 进 行 浸 泡 消 毒， 均 使 用 有

5.4.2

效 氯 1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消毒时间不少于

准一处理”的规定，即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

30 min，消毒后用水循环冲洗 24 h；畜禽养殖废弃

出售、不准转运病死畜禽及其产品，对死亡畜禽必

物可用有效氯 70%~80% 漂白粉精干粉，按粪、药

须进行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应当委托病死畜禽无

质量 20:1 均匀施撒，消毒时间不少于 2 h，而后用

害化处理场进行集中处理并使用“动监 e 通”申报。

漂白粉或生石灰覆盖、封闭。

大型规模养殖场自行处理病死畜禽的，应严格按照

设备器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要求，配

5.3.5.2

金属制品采取火焰消毒；非

金属器具使用有效氯 5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
行 喷 洒、 擦 拭 或 浸 泡 消 毒 ， 消 毒 时 间 不 少 于
30 min； 可拆卸设备可移至室外清洗，消毒后进
行晾晒。
5.3.5.3

带畜禽消毒

使用 0.1%~0.2% 过氧乙酸

进行雾化消毒，喷雾量为 50~80 mL/m3，以均匀湿
润墙壁、屋顶、地面，畜禽体表稍湿为宜，不得直
接喷向畜禽。
5.3.5.4

使用 0.1%~0.2% 过氧乙酸进

药房库房

行雾化或熏蒸消毒；备用器材、设备、工具等，使
用有效氯 5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擦
拭或浸泡消毒；消毒时间均不少于 30 min。
5.3.6

注意事项

（1）现场消毒均应当进行过程

评价并详细登记，登记内容应包括：消毒地点、消
毒时间、消毒人员、消毒药名称、消毒药浓度、消
毒方式等内容。（2）消毒过程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根据现场情况和相关标准要求，选择合规有效的个
人防护装备。（3）须严格选用合法有效消毒产品，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配制（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消
毒剂浓度）、使用和存放，人员频繁流动场所要将
消毒产品放置在接触不到的位置，并加强管理。
5.4
5.4.1

规范处置死亡畜禽
及时报告

养殖场（户）发现饲养畜禽发

生死亡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动物防疫机构，参加

规范处置

对病死畜禽要严格执行“四不

备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确保有效
杀灭病原体，清洁环保。
严格转运

5.4.3

转运病死畜禽时，应使用符合

密闭、防水、防渗、防破损、耐腐蚀等要求的包装
材料，包装材料的容积、尺寸和数量应与病死畜禽
的体积、数量相匹配。监管人员现场勘验结束后，
对死亡畜禽进行密封。使用后，一次性包装材料应
作销毁处理，可循环使用的包装材料应进行清洗消毒。
做好应急代养准备

5.5

在养殖场周边同一防控等级区域内，设立备
用养殖联系人，确保因异地治疗、隔离等紧急情况
发生时，有专业人员接替代养。
6
6.1

紧急处置措施
严格服从管理
养殖场（户）内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或确定为密接、次密接人员时，须服从
属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排，在
疾控部门指导下，协助做好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判
定，积极配合相应防控措施。
6.2

及时寻求帮助
（1）养殖场（户）内人员须异地治疗或隔离

观察时，畜禽饲养较少的可在村委会、县乡政府及
畜牧部门协调帮助下，将家畜家禽带畜禽消毒后全
部迁出。对饲养场所及圈舍进行彻底消毒。
（2）饲养量大等原因不具备畜禽迁出条件时，

畜禽保险的应同时报告当地保险机构，双方共同对

应优先考虑由备用养殖联系人接替代养；如备用养

病死畜禽进行联合核查，核实防疫情况，查找死因，

殖联系人无法接替代养，可向村委会申请由其指定

登记病死畜禽数量。

本村核酸检测阴性且具有相应专业能力人员实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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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也可向县乡政府及畜牧部门申请由其雇用专业

大捕鼠设备使用密度，及时对场区内死亡动物进行

人员实施代养；有特殊困难无法解决时，可致电省

无害化处理；适时向属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畜牧业管理局稳产保供求助电话（0431-96603）。

导小组申请对场区内环境、生物体表样品进行核酸

6.3

应急状态下养殖管理
（1）如家畜家禽全部迁出，须对拟进入的闲

置养殖场进行彻底消毒后，养殖人员、生产生活物
资及家畜家禽方可有序进入。

或抗原检测，一经发现阳性，应加强人员防控等级、
加大带畜禽消毒频次或在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指导下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5）代养过程中，对于拟出栏畜禽或产品是

（2）如由备用养殖联系人、村委会指定人员

否达到当地防控要求，建议依据体表样品核酸检测

或政府雇用人员在原养殖场接替代养，应由属地新

结果加以认定；在畜禽养殖所需生产资料或人员生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对原养

活物资短缺或畜禽及产品须紧急出栏（出售）时，

殖场区开展现场消毒和终末消毒评价。代养人员应

可参照本指南前文所述相关内容寻求帮助。

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上岗（报告时间由属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6）原养殖场确诊病例治愈、无症状感染者
转阴或密接、次密接人员解除集中隔离时，须经属

（3）代养人员须严格遵守属地新冠肺炎疫情

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认可，并对养殖

防控措施，按要求参加核酸或抗原检测，并每天对

场代养人员、拟返场人员、养殖场全部区域进行全

养殖场人员、场地、环境进行 1~2 次严格全面消毒，

面彻底消毒和消毒评价后，方可返场复工、有序

必要时，可适当加大消毒频次。

交接。

（4）代养人员须采取严格措施有效防虫、防

（7）本条款所涉消毒措施，可参照本指南前

鼠、防野生动物，坚决杜绝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与饲

文所述相关内容执行，必要时适当增加消毒频次。

养畜禽及死亡虫、鼠、野生动物的直接接触；要加

（责任编辑：李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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