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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疫合格动物出证发证
官方兽医不会被追责

检疫合格证明被过度解读

在检疫合格证明中，有“本批动物（动

物产品）经检疫合格，应于 日内（当

日）到达有效”的字样。其中，动物A证最

长到达期限为5天，产品A证最长到达期

限为7天；B证到达期限一般为1天。如果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把检疫合格证明限定到

达期限等同于“保质期”，就会错误地包揽

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出证责任。《动物检疫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检疫合格证明中“本

批动物（动物产品）经检疫合格，应于 日

内（当日）到达有效”指的是检疫合格的动

物、动物产品到达目的地的限定时间。

动物发病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机

会致病菌在动物抵抗力强时不会致病，只

有在动物受到饥饿、应激等因素影响时，

才会致病。官方兽医只能保证出证时动

物临床检查或通过特定实验手段证实是

健康的，符合出证条件，无法保证动物运

输途中以及到达目的地后不发病。为解

决好这些问题，欧盟国家还提出了运输过

程中强化动物福利措施的规定。

货主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第一责

任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明确“从事畜禽饲

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

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

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和处理情况

的义务。因此，不论运输的动物是否持有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论是在运输途中或

是到达之后发病还是死亡，均由货主进行

相应处理，要求出证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处理没有法律依据。

对无产地检疫要求的动物
不能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检疫范围、对象和规程是检疫的必备

条件

《动物防疫法》赋予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的职

责，明确“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

品的检疫”，也规定了动物和动物产品的

范围。但是，并不是所有符合《动物防疫

法》规定的动物和动物产品，都能由官方

兽医检疫，并出具检疫合格证明。检疫的

范围、对象由检疫规程确定。如果官方兽

医对没有检疫规程的动物实施检疫，那么

检疫过程是盲目的，检疫结论必然不可

靠，其出证行为自然要被追究责任。

检疫规程的适用范围

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共出台了14

部检疫规程，其中4部是屠宰检疫规程，

其余10部是产地检疫规程。《动物防疫

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

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

明”。虽然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的情形很

多，但是检疫规程的适用范围是很宽的，

如《生猪产地检疫规程》适用于生猪，人工

饲养、合法捕获的野猪；《猫产地检疫规

程》适用于猫，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野生

猫科动物。也就是说，产地检疫规程的适

用范围不仅局限于一种动物，也适用于同

科、属、种的动物。官方兽医要熟悉检疫

规程适用范围，避免失职行为。

综上所述，一是对检疫合格的动物，

不论是在运输途中，还是到达目的地之后

发病或是死亡，只要官方兽医的出证程序

是合法的，责任由货主承担，官方兽医不

承担出证责任。二是对无检疫规程的动

物，不能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否则要被追

究出证责任。

养殖场（户）或贩运经纪人
谁申报产地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

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

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

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这里说得比

较清楚，产地检疫申报主体是货主，也就

是养殖场（户）。

2018年3月23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了第2号公告，明确要求“畜禽养殖场

（户）委托畜禽收购贩运单位或个人代为

申报检疫的，应当出具委托书，提供申报

材料”。

这样看来，养殖场（户）和取得养殖场

（户）书面委托书的贩运经纪人都可以向

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产地检疫。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

情况，养殖场（户）作为货主先将动物出售

给贩运经纪人，再由贩运经纪人申报产地

检疫。这样有什么不妥吗？是否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在这种情况下，养殖场（户）实际上已

经和贩运经纪人发生了经营行为，但是在

这个环节中，并没有申报产地检疫。《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明确

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

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

(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

不合格的。这样，养殖场（户）和贩运经纪

人不仅都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旦发生

重大动物疫情或食品安全事件，就为日后

追踪溯源造成很大的难度。

所以，养殖场（户）在出售前，一定要

先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书面委托贩运

经纪人申报产地检疫，经官方兽医检疫、

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后再进行买卖。

（本报综合）

为指导养殖户合法合规经营、有序

有效转产转型，近日，国家林业草原局

在科学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对64种在养

禁食野生动物确定了分类管理范围（见
下表）。

禁食野生动物是指《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发布前养殖食用、不属于畜禽范围

的陆生野生动物，不包括水生野生动物

和以保护繁育、科学研究、观赏展示、药

用、宠物等为目的的陆生野生动物。

对附件类别一所列45种野生动物，

要积极引导有关养殖户在2020年12月

底前停止养殖活动，并按有关规定完成

处置工作。确需适量保留种源用于科学

研究等非食用性目的的，要充分论证工

作方案的可行性，并严格履行相关手续。

对附件类别二所列19种野生动物，

要会同有关部门分类制定管理措施和

养殖技术规范，加强政策指导和服务，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格落实防疫检疫

相关要求。 （本报综合）

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三

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于9月

24~25 日在江苏省泰州市举行了决

赛。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总工会通过预赛选拔的3名

动物疫病防治员代表河南参加竞赛, 并

一举夺得总决赛团体总分第一名，选手

宋亚举获得个人第一名（一等奖)，王贞

贞获得个人二等奖，张扬获得个人三等

奖，为我省赢得了荣誉。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动物疫病防

控队伍建设，通过技术培训、育才用才、

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机制创新等有效措

施，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基层动物防疫骨

干，建立了一支工作作风扎实、操作技能

娴熟、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技术全面的动

物疫病防控队伍，连续三届夺取全国农

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团体第一的优异成

绩，为我省科学防控动物疫病、保障现代

畜牧业的发展、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畜产

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厅报）

在政策主导、资本推动、技术发展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养猪业的规模化水

平将快速提升，生猪养殖企业也将快速

聚合。

未来5~10年，中国养猪业将形成

200家头部企业与众多中小型主体合作

共存的发展格局。这200家头部养猪企

业或将承担我国50%的生猪产能，再加

上众多的中小养猪场户相互链接，构成

我国未来新型养猪产业体系。整个养猪

产业的参与者将在育种、养殖、屠宰、销

售等多个环节中相互协同，形成利益共

同体。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虽然有温氏、

牧原、新希望这类超大集团在全国范围

布局，但各地区的本土龙头养殖企业仍

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具有品牌竞争力

的区域性产业联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过去几十年，养猪企业的利润是向

成本要空间，之间没有真正的竞争关

系，所以行业更多关注的是行情与成

本。未来5年内养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养殖效率，而5~10年内养猪企业的

竞争除了养殖效率还会聚焦在屠宰深

加工和食品品牌建设方面。

围绕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

阶段仍然是要把猪养好，把效率提高。

在生猪产业规模化高度发展之后，养猪

真正的利润要靠屠宰深加工、品牌溢

价，向市场要效益。

（雷贤忠）

9月19日，嵩县陆浑水库银鱼开始今年

的第一次下网捕获，收获期将一直持续到11

月底。

银鱼具有适应性广、食物链短、生长快（1

年即可达到上市规格）等特点，是水库绿色渔

业发展中的重要增殖品种。水域增殖银鱼可

以增加水域内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质，增加水

域生态的稳定性。银鱼也是我省“四有四化”

优质水产品专项的主推品种，嵩县出口创汇

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在国内市场

每年都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银鱼的经济价值较高，但面临一个较为

棘手的问题——稳产高产。近年来，河南省

水产科学研究院水库渔业科技服务专家团队

探索总结出了一套陆浑水库银鱼增殖明显的

管理措施：一是适当降低花鲢的投放比例，提

高银鱼的成活率；二是从外地引种，防止近亲

繁殖、种质退化。近年来，陆浑水库年稳产银

鱼100吨左右，产值500万元。

（惠筠文/图）

18年前，他是一名戍守边疆的士兵，

如今扎根家乡创办现代化养殖场，抒写着

退伍军人奉献与担当的风采，他就是宁陵

县龙腾民发养殖合作社理事长耿海潮。

10月2日，在宁陵县逻岗镇新建的一处养

殖场里，33岁的耿海潮娓娓讲述了他的

创业史。

2004年6月，退伍的耿海潮到郑州

一家经营兽药的店铺帮忙。该店经理是

郑州牧专的一位养殖专家，耿海潮诚心拜

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扎实的养殖技术，后来

应聘到国内最大的养殖合资企业——青岛

正大食品有限公司任职。强烈的上进心让

耿海潮一路向前，很快成为当时公司最年

轻的养殖专家，担任技术总监的职位。

因为骨子里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2008年8月，耿海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辞职返乡，自主创业。他拿出全部积

蓄在阳驿西村建成了第一座现代化养鸡

场，供料、控温、刮粪全部自动化。凭借过

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耿海潮初次创业

进展顺利，第一棚肉鸡出栏时，又正好赶

上好行情，一棚鸡进账8万元。

耿海潮的示范作用，引得乡亲们纷纷

到他的鸡棚里取经。2010年左右，在耿

海潮的带动下，农户养鸡场如雨后春笋，

“北到逻岗镇三丈寺，南到柘城远襄，养鸡

场出现了240多家，为了应对市场变化，

我们成立了龙腾民发养殖合作社，抱团发

展共同致富。”耿海潮说。农户加入养殖

合作社后，可以享受到“统一供苗、统一供

料、统一技术、统一防疫、统一出售”五包

服务。为了解决社员的后顾之忧，他把风

险主动承担，给社员签订合同保底价。合

作社肉鸡年出栏百万只，一跃成为全省肉

鸡养殖业内的“排头兵”。

2015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环境保

护法》，政府对企业排污实行零容忍，铁拳

治理环境顽疾。与时俱进的耿海潮适时

提出了“生态养殖”的理念，并果断转型，

在宁陵县逻岗镇国有林场租赁200亩林

地，投资200多万元，建起了11个标准化

养鸡大棚，在树下搞起了生态养殖。林下

养殖属于资源再利用，节省了成本，杜绝

了污染。笔者置身其中，感到两个“惊

奇”：一是从供料到控湿，从喂水到刮粪，

竟然实现智能化操作。二是偌大一个养

殖场，竟然没有闻到呛鼻的鸡粪味儿。

“我们现在这个养殖场叫聚民畜牧养

殖有限公司，年出栏肉鸡约60万只，实行

的是订单式销售，成鸡全部卖给青岛正

大、山东布恩等几家全国知名的大公司，

他们屠宰后直接出口到国外市场。”耿海

潮介绍说。

“在县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我今年又

扩大了养殖规模，在林带里兴建4个标准

化养鸡场。一旦投入使用，再加上原有的

3个养鸡场，估计单月出栏肉鸡近500万

只，效益也会翻上一大番。”耿海潮展望着

美好的发展前景。 （闫占廷）

国家林草局发布
禁食野生动物分类管理范围

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我省兽医获团体个人双第一

200家大企业+小主体合作共存

养猪业或形成这样的新格局

产地检疫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举措。在农
业农村部提出“谁出证，谁负责”的责任追究体系之后，部分官方兽医的工作积极性有些受挫——

做检疫管“出证”官方兽医担啥责？

先学艺后创业 合作养鸡抱团致富
看宁陵“鸡司令”耿海潮的创业史

收银鱼喽！

竹鼠、果子狸、豪猪、王锦蛇、草兔、东北

兔、蒙古兔、豆雁、灰雁、石鸡、蓝胸鹑、山斑

鸠、灰斑鸠、斑头雁、鸿雁、斑嘴鸭、赤麂、小

麂、狍、苍鹭、夜鹭、赤麻鸭、翘鼻麻鸭、针尾

鸭、绿翅鸭、花脸鸭、罗纹鸭、赤膀鸭、赤颈鸭、

白眉鸭、赤嘴潜鸭、红头潜鸭、白眼潜鸭、斑背

潜鸭、灰胸竹鸡、黑水鸡、白骨顶、寒露林蛙、

赤链蛇、赤峰锦蛇、双斑锦蛇、金环蛇、短尾

蝮、竹叶青蛇、白腹巨鼠（共45种）

刺猬、猪獾、狗獾、豚鼠、海狸鼠、蓝孔雀、

中华蟾蜍、黑眶蟾蜍、齿缘龟、锯缘摄龟、缅甸

陆龟、黑眉锦蛇、眼镜王蛇、乌梢蛇、银环蛇、

尖吻蝮、灰鼠蛇、滑鼠蛇、眼镜蛇（共19种）

禁止以食用为目

的的养殖活动，除适

量保留种源等特殊情

形外，引导养殖户停

止养殖。

禁止以食用为目

的的养殖活动，允许用

于药用、展示、科研等

非食用性目的的养殖。

类别 物种名称 分类管理范围

一

二

10月9日，在宜阳县赵保镇，宜阳县伟鑫养殖农民合作社养牛场承包人付现平在给

肉牛喂食萝卜。今年37岁的付现平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养殖肉牛，不仅脱贫致

富，还助力55户贫困户增收，为每户每年分红1220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昔日贫困户 今日致富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