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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情状况（Status of Animal Health）】 

2005 年 5 月动物疫情月报 
Monthly Epizootic Bulletin for May 2005 

口   蹄   疫 
Foot and Mouth Disease 

猪水泡病 
Swine Vesicular Disease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1 1 Asia 1 B 252 0 2464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河北省 Hebei 1* 1 Asia 1 B 0 0 512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安徽省 Anhui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江西省 Jiangxi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广东省 Guangdong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湖南省 Hunan               
湖北省 Hubei               
贵州省 Guizhou               
四川省 Sichuan               
云南省 Yunnan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甘肃省 Gansu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1 1 Asia 1 B 75 0 308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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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舌  病 
Bluetongue 

绵羊痘和山羊痘 
Sheep Pox and Goat Pox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安徽省 Anhui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江西省 Jiangxi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广东省 Guangdong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湖南省 Hunan        1 1  G 20 3  
湖北省 Hubei               
贵州省 Guizhou               
四川省 Sichuan               
云南省 Yunnan        2 2  G 270 107 295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甘肃省 Gansu        3 3  S 34 3 2 
青海省 Qinghai        1 1  S 6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4 4  G&S 144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2 2  S 10 1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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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瘟 
Classical Swine Fever 

禽  流  感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1 1  P 29 29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2 2  P 45 18 27        
安徽省 Anhui 3 3  P 5 2 1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江西省 Jiangxi 3 3  P 47 42 2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7 7  P 93 24 31        
广东省 Guangdong 26 26  P 2929 1335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19 19  P 1543 1383 136        

湖南省 Hunan 3 3  P 22 16 21        

湖北省 Hubei 3 3  P 37 18 2        

贵州省 Guizhou 21 21  P 696 620 4        
四川省 Sichuan               
云南省 Yunnan 14 14  P 378 298 13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1 1  P 13 7 5        

甘肃省 Gansu 5 5  P 104 61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1 1  P 20 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1 1 H5N1 Go 1042 460 13457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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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城  疫 
Newcastle disease 

猪繁殖和呼吸系统综合征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1 1  C 1819 73 44261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3 3  P 106 44  
重庆市 Chongqing        1 1  P 16 4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1 1  C 50 50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3 3  C 1162 599 563 7 7  P 123 31  
安徽省 Anhui 2 2  C 55 40 8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江西省 Jiangxi 11 11  C 8049 6835 1258 6 6  P 170 57 70
山东省 Shandong        4 4  P 83 46  
河南省 Henan 6 6  C 1535 107 173 2 2  P 36 19  
广东省 Guangdong 20 20  C 30353 12808 8210 8 8  P 744 49 9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23 23  C 16521 12698 2014 2 2  P 43 4  

湖南省 Hunan 4 4  C 1117 1079 56 2 2  P 485 110  
湖北省 Hubei 4 4  C 4757 2962         
贵州省 Guizhou 15 15  C 2051 1432 158        
四川省 Sichuan               
云南省 Yunnan 12 12  C 1065 985 60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1 1  P 7 7  
甘肃省 Gansu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1 1  C 50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1 1  C 1484 106 86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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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囊虫病 
Porcine Cysticercosis  

炭  疽 
Anthrax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安徽省 Anhui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江西省 Jiangxi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广东省 Guangdong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2 2  P 2 1 1        

湖南省 Hunan               
湖北省 Hubei 1 1  P 1          
贵州省 Guizhou        3 3  B&S 9 6 1 
四川省 Sichuan               
云南省 Yunnan 2 2  P 22 2 20 2 2  B 2 2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甘肃省 Gansu        2 2  S 4 4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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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病毒性出血症 
Rabbit Viral Haemorrhagic Disease 

禽  霍  乱 
Avian Cholera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5 5  R 506 241 61 7 7  C&D 4501 2173 226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1 1  R 13 13         

辽宁省 Liaoning        1 1  C 75 7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1 1  R 14 14  3 3  C 1142 419 26 

江苏省 Jiangsu        7 7  C&D 11458 1236  
浙江省 Zhejiang        9 9  C&D 5052 1283  
安徽省 Anhui        7 7  C 1405 755 35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3 3  C 7040 861  
江西省 Jiangxi        17 17  C&D 7104 2601 770
山东省 Shandong 3 3  R 49 26 5 3 3  C 100 27  
河南省 Henan        2 2  C 168 39 25 
广东省 Guangdong 1 1  R 28 2  18 18  C&D 63546 22538 1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40 40  C&D 34533 13459 188

湖南省 Hunan        6 6  C&D 3557 1861 71 
湖北省 Hubei        9 9  C&D 93214 25959  
贵州省 Guizhou        12 12  C 2218 1086 45 
四川省 Sichuan 5 5  R 405 107  9 9  C 1696 394 46 
云南省 Yunnan        8 8  C 713 427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甘肃省 Gansu        2 2  C 1303 115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1 1  R 58 5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1 1  C 2580 40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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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犬  病 
Rabies 

鸭  瘟 
Duck Plague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1 1  Ca 1  185 5 5  D 1589 852 92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1 1  Ca 2  2 2 2  D 528 252  
安徽省 Anhui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江西省 Jiangxi        2 2  D 607 587 20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广东省 Guangdong 1 1  Ca 1 1 49 5 5  D 5673 1310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2 2  Ca 2  2 8 8  D 4287 3749 36 

湖南省 Hunan 6 6  Ca 15 9 268 2 2  D 754 391  
湖北省 Hubei 1 1  Ca 1  1 1 1  D 342 273  
贵州省 Guizhou 7 7  Ca 25 10 172 1 1  D 31 26  
四川省 Sichuan 1 1  Ca 2 1 79        
云南省 Yunnan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甘肃省 Gansu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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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疽 
Glanders 

猪  丹  毒 
Swine Erysipelas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21 21  P 1349 181 1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9 9  P 136 6  
浙江省 Zhejiang        9 9  P 45 1  
安徽省 Anhui        7 7  P 72 12  
福建省 Fujian        1 1  P 5   
海南省 Hainan        3 3  P 38   
江西省 Jiangxi        9 9  P 459 124 1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2 2  P 52 15 2 
广东省 Guangdong        27 27  P 2121 164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44 44  P 1148 271 1 

湖南省 Hunan        8 8  P 152 10  
湖北省 Hubei        5 5  P 52 8  
贵州省 Guizhou        20 20  P 346 47 12 
四川省 Sichuan        14 14  P 223 36 11 
云南省 Yunnan        9 9  P 192 33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2 2  P 21 2  
甘肃省 Gansu               
青海省 Qinghai        1 1  P 5  5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2 2  P 10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1 1  P 8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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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肺  疫 
Swine Pasteurellosis 

马传染性贫血 
Equine Infectious Anaemia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1 1  H 2  2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17 17  P 1748 284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1 1  P 9 1         

辽宁省 Liaoning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4 4  P 110 20         
浙江省 Zhejiang 12 12  P 175 42         
安徽省 Anhui 6 6  P 127 11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4 4  P 38 12         
江西省 Jiangxi 10 10  P 421 130 102        
山东省 Shandong               
河南省 Henan               
广东省 Guangdong 37 37  P 4913 918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46 46  P 2832 1286         

湖南省 Hunan 4 4  P 133 51         
湖北省 Hubei 5 5  P 299 37 12        
贵州省 Guizhou 25 25  P 657 268         
四川省 Sichuan 15 15  P 285 51 12        
云南省 Yunnan 17 17  P 255 96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甘肃省 Gansu 2 2  P 18 8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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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杆菌病 
Brucellosis 

鸡马立克氏病 
Marek’s Disease 

省、市、自治区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北京市 Beijing 1 1  B 20  20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河北省 Hebei               
山西省 Shanxi                
内蒙古自治区 
Inner Mongolia 

              

辽宁省 Liaoning 4 4  B 171  158        
吉林省 Jilin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江苏省 Jiangsu               
浙江省 Zhejiang        2 2  C 50 14  
安徽省 Anhui               
福建省 Fujian               
海南省 Hainan        1 1  C 4950 1835  
江西省 Jiangxi        1 1  C 70 50  
山东省 Shandong        1 1  C 400 8  
河南省 Henan        1 1  C 15 15  
广东省 Guangdong        6 6  C 24312 14586 12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Guangxi 

       6 6  C 511 172 65 

湖南省 Hunan               
湖北省 Hubei               
贵州省 Guizhou        1 1  C 10 2  
四川省 Sichuan               
云南省 Yunnan               
西藏自治区 Tibet               
陕西省 Shaanxi        1 1  C 24 12  
甘肃省 Gansu 1 1  S 39  39        
青海省 Qinghai               
宁夏回族自治区 
Ningxia 

       1 1  C 23  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injiang 

              

香港 Hongkong / / / / / / / / / / / / / / 
澳门 Macao / / / / / / / / / / / / / / 
台湾省 Taiwan / / / / / / / / / / / / / / 
 
（2）本月新发生次数                                      G: 山羊（Goat）    C: 鸡（Chicken）  

   No. of new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D: 鸭（Duck）      Go: 鹅（Goose）   
   （3）本月累计发生次数                                         R: 兔（Rabbit）  Ca: 犬（Canine） 

   Total number of outbreaks during the month       （6）发病数 
   （4）血清型                                                    No. of cases during the month 

   Virus or bacterium types identified               （7）死亡数 
   （5）畜种  Animal species            No. of animals dead during the month 

   H: 马（Horse）   B: 牛（Bovine）         （8）捕杀数. 
    P: 猪（Pig）       S: 绵羊（Sheep）              No. of animals destroyed during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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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消灭和未发生过的重大疫病 

Disease-Free 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中国 1955年消灭牛瘟，1996年 1月 16日消灭牛肺疫。 

China has been free from Rinderpest since 1955, and has eradicated 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 
since January 16, 1996. 

 
2. 中国境内从未发生过痒病、牛海绵状脑病、非洲马瘟、非洲猪瘟、水泡性口炎、结节性皮炎、

裂谷热和小反刍兽疫。 
There have never been Scrapie,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African horse sickness, African swine 
fever, Vesicular stomatitis, Lumpy skin disease, Rift Valley fever and Peste-des-petits ruminants in China. 
 
 

青海省发生候鸟禽流感疫情 
Outbreak of HPAI in Migratory Birds in Qinghai Province 

 
2005年 5月 4日，农业部接到青海省农牧厅报告，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年乃索麻村部分候鸟发

生死亡。5月 18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死鸟体内分离到 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截止到 6月
底，已有包括斑头雁、鱼鸥等在内的约 6000只候鸟死亡。青海省已依照动物防疫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采取紧急防控措施，对疫区进行严密封锁和严格消毒，禁止游客及无关人员进入候鸟栖息地和疫区，

防止家禽、人员与野生禽鸟接触，对疫区周围以及候鸟迁徙路线所经区域所有易感家禽进行紧急免

疫。目前，疫情没有向家禽和人间扩散。 
 
 

2005 年 5 月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 
动物卫生状况 

Status of Animal Health of Disease-free Zones in May 2005 
 
根据吉林、辽宁、山东、四川、重庆和海南省畜牧兽医部门通报的疫情监测结果，2005年 5月，

松辽平原、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四川盆地和海南岛等五个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没有发生口蹄疫、

猪瘟、禽流感和新城疫。五个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 5月份共监测口蹄疫样品 19044份、猪瘟样品
17532 份、禽流感样品 66778 份、新城疫样品 51673 份，病原监测结果和非免疫畜（禽）群的血清
监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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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动物检疫（Entry & Exit Animal Quarantine）】 

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名录 

Catalogues of Relevant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from Countries or Regions with Epidemic Animal Diseases  

Prohibited from Ente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截止到 2005年 6月 20日） 

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阿富汗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巴基斯坦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内部明电 [2004]农明字第 7号 

不丹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老挝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内部明电 [2004]农明字第 7号 

印度尼西亚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内部明电 [2004]农明字第 7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尼泊尔 

牛瘟 牛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49号 印度 

牛瘟 牛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牛瘟 牛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6号 越南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333号 

香港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1号、
第 6号 

澳门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1990）农（检疫）字第 1号、
第 6号 

朝鲜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86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文件 国检动函
[1998]273号 泰国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内部明电 [2004]农明字 8号 

柬埔寨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内部明电 [2004]农明字 8号 
巴林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号

科威特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号

亚

洲 

缅甸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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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9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新城疫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48号 
以色列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2]375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日本脑炎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1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9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6号

马来西亚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5号 

吉尔吉斯斯坦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9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6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9号

小反刍兽疫 绵羊、山羊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9号
约旦 

绵羊痘和山

羊痘 
绵羊、山羊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9号

伊朗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1号

菲律宾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2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25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5号土耳其 

蓝舌病 羊、牛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21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1]396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古典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内部明电  国质检明发[2004] 81号 

日本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337号 

沙特阿拉伯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49号 

亚

洲 

土库曼斯坦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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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哈萨克斯坦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8年第 6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2号

塔吉克斯坦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20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335号 

蒙古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36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10号
内部明电 国检发明电[2001]5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56号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2]527号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323号 
韩国 

古典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334号 

亚

洲 

阿曼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猪水泡病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号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3号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29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7号 

意大利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79）农业（牧）字第 79号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28号 

葡萄牙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挪威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令 1997年第 17号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欧

洲 

荷兰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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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79）农业（牧）字第 79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西班牙 

古典猪瘟 猪、野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80号 

古典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19号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40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英国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古典猪瘟 野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34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89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比利时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瑞士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丹麦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瑞典 

新城疫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46号 

欧

洲 

希腊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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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塞浦路斯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冰岛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法国 

多杀性巴氏

杆菌病 
兔 双边检疫议定书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爱尔兰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新城疫 禽类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4号

卢森堡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14号

俄罗斯 
牛瘟 

牛（包括牛的胚胎和精

液）及其产品（仅限于

阿穆尔省） 
农业部令 1998年第 2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1]576号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斯洛伐克 

古典猪瘟 猪、野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319号 

保加利亚 古典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12号

欧

洲 

马耳他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79）农业（牧）字第 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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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列支敦士登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德国 

古典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7年第 16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捷克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1]396号

斯洛文尼亚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1]576号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1]643号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痒病 羊、牛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30号 
新城疫 禽类及其产品 双边检疫议定书 

奥地利 

古典猪瘟 猪、野猪及其产品 双边检疫议定书 

波兰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2]281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国质检动函[2001]643号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欧

洲 

芬兰 

痒病 羊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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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罗马尼亚 痒病 羊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40号 

克罗地亚 古典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8号
欧

洲 
整个欧盟 疯牛病 动物源性饲料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144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马拉维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号

阿尔及利亚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9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8号

突尼斯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2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8号

摩洛哥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2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8号

几内亚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1号

赞比亚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9号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6号
博茨瓦纳 

牛肺疫 牛及其产品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30号 

马达加斯加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4号

塞内加尔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7号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24号

加纳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非洲马瘟 马属动物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6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0号

裂谷热 

反刍动物及其产品（仅

限Kruger国家公园及其
相邻 300公里区域以内
的地区）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6号 
农业部令 2000年第 41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双边检疫议定书 

南非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0号 

非

洲 

加蓬 埃博拉病 猴子、猩猩等灵长类动物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001年第 45号 



 20

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非洲马瘟 马属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2号
津巴布韦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7号
刚果·金 
（扎伊尔） 

埃博拉病 猴子、猩猩等灵长类动物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5]8号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79）农业（牧）字第 79号 

非

洲 

整个非洲 
猴痘 

草原犬鼠、冈比亚大鼠、

松鼠等啮齿动物、野兔

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85号 

猴痘 
草原犬鼠、冈比亚大鼠、

松鼠等啮齿动物、野兔

及其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85号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农牧发[2003]23号

禽流感 
禽鸟及其产品（仅限于

康涅狄格州、罗得岛）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57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80号 

兔病毒性出

血症 

兔及其产品（仅限于纽

约州、衣阿华州、犹他

州、伊利诺华州） 
双边检疫议定书 

美国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蓝舌病、 
鹿流行性出

血热 

牛、来自屠宰场的牛体

外授精胚胎、羊、羊精

液、羊胚胎（限奥拉山

谷内；其周围 25公里地
区可在 10月 1日至翌年
4月 1日间出口） 

双边检疫议定书 
加拿大 

疯牛病 牛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文件 农牧发[2003]11
号 
农业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公告 
第 143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407号 

墨西哥 新城疫 禽类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2000年第 13号

美

洲 

智利 禽流感 
禽类及其产品（仅限于

第 5区）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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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别 

国家或地区 疫 病 禁止进口货物名称 依  据  文  件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79）农业（牧）字第 79号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除

Bahia、Espírito Santo、
Goiás、Mato Grosso、 
Mato Grosso do Sul、 
Minas Gerais、Paraná、
Rio de Janeiro、São 
Paulo、Sergipe、
Tocantins 和 the Federal 
District等十二州以外）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9号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5号
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公告 第 213 号

巴西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痒病 羊及相关产品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6]7号 
农业部文件 农检疫发[1997]1号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文件 动植检动字
[1996]78号 

哥伦比亚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全防总办字[90]第 5号 
玻利维亚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全防总办字[90]第 5号 
厄瓜多尔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全防总办字[90]第 5号 
巴拉圭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全防总办字[90]第 5号 
委内瑞拉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全防总办字[90]第 5号 
秘鲁 口蹄疫 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告 1999年第 17号
阿根廷 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令 1999年第 17号 

美

洲 

整个拉丁美洲 非洲猪瘟 猪及其产品 农业部文件 （79）农业（牧）字第 79号 

注： 
1．根据历年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布的禁令、公告及双边议定书整理而成，将根据动物疫情

及新发布的公告随时进行更新。  
2．羊及相关产品指羊、羊胚胎、羊精液、羊内脏（含肠衣）及其制品、肉骨粉、骨粉、羊脂（油）

以及含羊蛋白的动物饲料。 
3．疯牛病即牛海绵状脑病。 
4．牛及相关产品指除牛精液、牛胚胎（出口国须证明胚胎符合国际胚胎移植协会的规定）、无

蛋白油脂（不含有蛋白成分且不溶性杂质含量不超过0.15%）及其产品、骨制磷酸氢钙（不含蛋白或
油脂）、完全由皮革或皮张加工的工业用明胶和胶原、照相用明胶、非反刍动物源性饲料及产品（出

口国家或地区禁止使用的除外）以外的牛及牛产品。 
5．已鞣制动物皮张、炭化毛、洗净毛、毛条不受口蹄疫疫区因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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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管理（Veterinary Administration）】 

亚洲Ⅰ型口蹄疫防控技术方案（试行） 
Technical Program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MD type Asia 1（Trial） 

为防止亚洲Ⅰ型口蹄疫传入和扩散蔓延，迅速扑灭疫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按照国家有关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应急预案的规定，本着从严处置、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本方案。 

一、疫情确认和报告 

（一）疫情诊断和确认。疫病的诊断按照《牲畜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试行）》进行。省级动物

防疫监督机构初步诊断为亚洲Ⅰ型口蹄疫后，应立即将采集的病料送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进行确

诊。 
（二）疫情报告。按照《牲畜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试行）》进行。 

二、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的划定 

（一）疫点。为发病畜所在地点。病畜在饲养过程中，散养畜以自然村为疫点，放牧畜以畜群放

牧地为疫点，养殖场以病畜所在场为疫点。病畜在运输过程中，以运载病畜的车、船、飞机等为疫点。

病畜在市场的，以所在市场为疫点。病畜在屠宰加工过程中，以屠宰加工厂（场）为疫点。 
（二）疫区。由疫点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的范围。 
（三）受威胁区。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10公里的范围。 

三、发生疫情省份的防控措施 

（一）新发疫情省份的防控措施。无疫省发生疫情，为防止扩散蔓延，必须采取严厉措施迅速扑

灭，并彻底根除疫源。 
1．严格封锁疫区。（1）临床诊断为疑似口蹄疫疫情后，由县级防治牲畜口蹄疫指挥部对疫点采

取临时封锁、消毒等措施。（2）确诊为亚洲Ⅰ型口蹄疫疫情后，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
对疫区实行封锁，对疫点进行严格隔离、消毒。出入封锁区的所有路口应设置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站、卡，疫区内所有火车和汽车站、码头、机场均应派驻人员，实行昼夜24小时值班。严禁疫区内动
物和动物产品移动，严禁疫区内动物、动物产品、饲料、粪便以及可能被污染的物品运出疫区。车辆、

人员等出入疫区应实施严格消毒，同时做好消毒记录。处理疫情的人员一周内不得接触健康易感动物。 
2．扑杀。扑杀疫点内的全部发病动物和同群易感动物并做无害化处理；对疫点内易感动物产品

及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全部进行无害化或消毒处理。 
3．疫情排查。分别对疫区和受威胁区内所有易感动物逐头进行排查。疫区内排查疫情人员进入

受威胁区和无疫区必须进行严格消毒。 
4．紧急免疫。疫情发生后，要立即组织对疫区和受威胁区内所有易感动物实施免疫，首次免疫

30天后再进行一次加强免疫。免疫密度要达到100%。 
5．流行病学调查。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要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找疫情来源，并对疫区内疫

情发生前14天内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的调运情况进行追踪调查。 
6．周边地区疫情防控。加强流通环节监督，防止疫区的动物及其产品进入；密切监视疫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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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本地区疫情监测与报告；加强对养殖场、交易市场、屠宰场等重点区域的定期消毒。对本省（区、

市）其他地区的易感动物进行100%免疫。 
（二）疫情流行省份的防控措施。一个省（区、市）内发生亚洲Ⅰ型口蹄疫疫情后，疫区未解除

封锁时，本省（区、市）内又有新的疫情发生，即可将该省（区、市）确定为亚洲Ⅰ型口蹄疫疫情流

行省份。 
防控措施按“新发疫情省份的防控措施”执行。 

四、受威胁省份的防控措施 

（一）与流行省份接壤的省份 
1．免疫。对本省（区、市）内所有易感动物进行免疫，常年免疫密度应保持在100%。 
2．加强防疫监督。在与疫情流行省份接壤的路口设置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卡，进行24小时值

班检查，对来自疫情流行省份的所有车辆进行严格检查消毒。严禁从疫区所在县及距疫区50公里范围
内的周边县输入易感动物及其产品；严禁从疫情流行省份输入易感动物；从疫情流行省份的其他非疫

区输入易感动物产品，入境前必须经过严格消毒。 
要对市场、仓储、冷库、养殖场等场所进行排查，发现有禁止输入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要进行无

害化处理。 
3．加强疫情监测。在与疫情流行省份接壤的地区、有动物及动物产品输入的地区，以及重要交

通道路两侧区域，定期开展疫情普查和监测。 
4．做好应急准备。要做好应对突发疫情的准备工作，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建立应急处理预备队，

并做好疫苗、消毒药、器械、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贮备工作。 
（二）与新发疫情省份接壤的省份 
1．免疫。对本省（区、市）内所有易感动物进行免疫，常年免疫密度应保持在100%。 
2．加强防疫监督。在与新发疫情省份接壤的路口设置的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卡实行24小时值

班检查，严禁从疫区所在县及距疫区5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县输入所有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对来自有疫
情省份其他非疫区运载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车辆进行检查消毒。 
要对市场、仓储、冷库、养殖场等场所进行排查，发现有禁止输入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要进行无

害化处理，被污染的场地、用具要严格消毒。 
3．加强疫情监测。在与新发疫情省份接壤的地区、有动物及动物产品输入的地区，以及重要交

通道路两侧区域，定期开展疫情普查和监测。 
4．做好应急准备。要做好应对突发疫情的准备工作，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建立应急处理预备队，

并做好疫苗、消毒药、器械、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贮备工作。 

五、其他省份的防控措施 

（一）加强检疫监管。加强对经公路、铁路、航空、水路输入动物、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的监督

检查和消毒工作。 
严禁从疫情流行省份的疫区所在县及距疫区5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县输入易感动物及其产品；严禁

从疫情流行省份输入所有易感动物；从疫情流行省份的非疫区输入易感动物产品，需经输入省份的省

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审核批准。 
严禁从新发疫情省份的疫区所在县及距疫区5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县输入所有易感动物及产品；从

该省份其他非疫区输入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入境前必须经过严格消毒。 
要对市场、仓储、冷库、养殖场等场所进行排查，发现有禁止输入的动物和动物产品，要进行无

害化处理，被污染的场地、用具要严格消毒。 



 24

（二）加强疫情监测。在重要交通道路两侧区域，有动物及动物产品输入的区域定期开展疫情普

查和监测。 
（三）免疫。对本省（区、市）内所有易感动物进行免疫，常年免疫密度应保持在100%。 
（四）做好应急准备。要做好应对突发疫情的准备工作，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建立应急处理预备

队，并做好防疫物资和资金贮备工作。 

六、解除封锁程序 

（一）疫区解除封锁标准。经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验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由发布封

锁的人民政府决定解除封锁。 
1．疫点内最后一头易感动物扑杀后，疫区和受威胁区内一直没有出现新的疫情。 
2．疫点内最后一头易感动物扑杀14天后进行病原学检测为阴性。具体检测方案如下： 
在疫区内抽样检测，每个规模养殖场采10个易感动物（以牛为主）的血清样品，每个自然村采10

个易感动物（以牛为主）的血清样品，用NSP-3ABC-ELISA方法检测。如检测阳性，再采包括阳性动
物在内少于10个（群体小于10个的全采）同群易感动物的O/P液，做病原学定型检测。如
NSP-3ABC-ELISA检测阴性，或检测阳性而O/P液的病原学检测为阴性，则判断为病原学检测阴性。 
如疫区内无易感动物，则抽样在受威胁区内进行；如疫区内一次抽样少于20个，则应在受威胁区

内距疫区最近的地方补充抽样至20个样品以上。 
3．发生疫情后，疫区和受威胁区易感动物第二次免疫超过20天。 
（二）恢复无疫省份的标准。新发疫情省份或疫情流行省份的所有疫情已被扑灭，且按照上述疫

区解除封锁标准解除封锁后，即可恢复为无疫省份。 

七、其  它 

（一）疫情监测方法及监测阳性结果的处理 
1．疫情监测方法。（1）未免疫地区的监测。用阻断ELISA方法进行亚洲Ⅰ型口蹄疫抗体检测，

或采集O/P液进行病原学检测。（2）免疫地区的监测。已经免疫了亚洲Ⅰ型口蹄疫的地区，先用
NSP-3ABC-ELISA试验检测感染抗体，对抗体阳性的动物及不少于2倍数量的同群易感动物（总数不
少于5个动物），再采集O/P液进行病原学检测。 

2．监测阳性结果的处理。未免动物血清学检测阳性或病原检测阳性时，对阳性动物及同群易感
动物必须全部扑杀并做无害化处理，同时做好消毒、周边地区易感动物的紧急免疫工作。 
（二）亚洲Ⅰ型口蹄疫免疫程序 
1．疫区和受威胁区的紧急免疫。发生疫情后立即对疫区和受威胁区内的易感动物进行免疫，30

天后再进行一次强化免疫。免疫剂量、方法和注意事项参照疫苗说明书。 
2．其它地区的免疫。每年春季和秋季进行一次集中免疫，两次免疫之间要对漏免的动物、新生

或补栏的动物及时进行补免，确保常年免疫密度达到100%。免疫剂量、方法和注意事项参照疫苗说
明书。 
（三）消毒的要求。进出疫区、养殖场及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的消毒带、消毒池，其长度应

在3米以上，并定期更换或续添消毒剂，以确保消毒效果。 
对养殖场、屠宰加工厂、牲畜及其产品交易市场、运载工具等要进行定期消毒，处于疫区和受威

胁区内的这些场所，每天至少消毒一次。 
 

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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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503号 

Announcement No.503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为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范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

本运输包装，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审批办法》，我部制定了《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现

予以公告。 

 

附件：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 

 

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 

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 

运输包装规范 

运输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其包装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内包装 

（一）必须是不透水、防泄漏的主容器，保证完全密封； 

（二）必须是结实、不透水和防泄漏的辅助包装； 

（三）必须在主容器和辅助包装之间填充吸附材料。吸附材料必须充足，能够吸收所有的内装

物。多个主容器装入一个辅助包装时，必须将它们分别包装。 

（四）主容器的表面贴上标签，表明菌（毒）种或样本类别、编号、名称、数量等信息。 

（五）相关文件，例如菌（毒）种或样本数量表格、危险性声明、信件、菌（毒）种或样本鉴

定资料、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信息等应当放入一个防水的袋中，并贴在辅助包装的外面。 

二、外包装 

（一）外包装的强度应当充分满足对于其容器、重量及预期使用方式的要求； 

（二）外包装应当印上生物危险标识并标注“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非专业人员严禁拆开！”

的警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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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生物危险标识如下图： 

 

三、包装要求 

（一）冻干样本 

主容器必须是火焰封口的玻璃安瓿或者是用金属封口的胶塞玻璃瓶。 

（二）液体或者固体样本 

1. 在环境温度或者较高温度下运输的样本：只能用玻璃、金属或者塑料容器作为主容器，向容
器中罐装液体时须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同时采用可靠的防漏封口，如热封、带缘的塞子或者金属

卷边封口。如果使用旋盖，必须用胶带加固。 
2. 在制冷或者冷冻条件下运输的样本：冰、干冰或者其他冷冻剂必须放在辅助包装周围，或者

按照规定放在由一个或者多个完整包装件组成的合成包装件中。内部要有支撑物，当冰或者干冰消

耗掉以后，仍可以把辅助包装固定在原位置上。如果使用冰，包装必须不透水；如果使用干冰，外

包装必须能排出二氧化碳气体；如果使用冷冻剂，主容器和辅助包装必须保持良好的性能，在冷冻

剂消耗完以后，应仍能承受运输中的温度和压力。 

四、民用航空运输特殊要求 

通过民用航空运输的，应当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276）和国际民
航组织文件 Doc9284《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中的有关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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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管理（Veterinary Drug Administr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501号 

Announcement No.501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根据《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依照《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办法》，经现

场检查及审核，现批准盐城振泰动物药品有限公司等 9家兽药生产企业（车间）为兽药 GMP合格
企业（车间），并颁发《兽药 GMP企业（车间）合格证》（名单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兽药 GMP合格企业目录 

企业名称 检查验收范围 
检查验
收状态

证书编号 

蚕用小容量溶液剂、消毒剂

（固体、液体）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04号盐城振泰动物药品有

限公司 
外用杀虫剂（粉剂） 静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05号

遂宁市中通实业集团

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溶液剂、

粉剂/预混剂、散剂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06号

成都民生消毒剂厂 消毒剂（固体、液体）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07号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药械厂 

畜用活疫苗（细菌苗、病毒苗）、

畜用灭活疫苗（细菌苗、病毒

苗）、诊断液 

静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08号

佛山市兴牧有限公司

动物保健品分公司 

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

消毒剂（固体、液体）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09号

合肥强力动物药品有

限责任公司 

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溶
液剂、片剂/丸剂/散剂/粉剂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10号

安徽省黄淮兽药有限

公司 

消毒剂（固体）、水产用消毒

剂（液体）/杀虫剂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11号

合肥中大生物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粉剂/片剂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12号

广州天王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小容量注射剂、粉针剂、口服

溶液剂、粉剂/颗粒剂、散剂、
消毒剂（液体） 

动态 （2005）兽药 GMP证字 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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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管理（Feedstuff Administr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497号 

Announcement No.497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的规定，准予天津太脱拉动物保健品厂等 50家企业从事饲料添加剂生产，并发给《饲料添加剂生产
许可证》（见附件 1）；准予天津太脱拉动物保健品厂等 95家企业从事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并发
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见附件 2）；准予辽宁星河生物有限公司等 16家企业增加饲料
添加剂生产品种，准予新乐市矿质饲料厂等 49家企业变更企业名称、地址，并换发生产许可证（见
附件 3）；注销武汉艾立动物营养有限公司等 17 家企业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
（见附件 4）。 

特此公告 
 
附件： 
1．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名单 
2．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名单 
3．换发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名单 
4．注销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名单 

 

                                                        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名单 

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饲添（2005）1536

 

天津太脱拉动物保健品厂

 

饲料级维生素（II） 

饲添（2005）1619

 

内蒙古威郡农业环保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嗜酸乳杆菌、产朊

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I） 

饲添（2005）1668

 

天津朝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维生素（II） 

饲添（2005）1685

 

上海蓝海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沼泽红假单胞菌、

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酿酒酵母菌、

乳链球菌）（I） 

饲添（2005）1687

 

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酿

酒酵母、植物乳杆菌）（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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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饲添（2005）1706 天津市强鸣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级氯化胆碱（I） 

饲添（2005）1746

 

北京牧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I）

饲添（2005）1749

 

东港市动物药品厂

 

饲料级硫酸钠、乳酸钙（II） 

饲添（2005）1773

 

南宁市钙能禽畜生物营养制品

厂

 

饲料级乳酸钙（II） 

饲添（2005）1778

 

广州市畅洋绿色动物药品有限

公司

 

饲料级甘油脂肪酸酯、蔗糖脂肪酸酯、聚

丙烯酸树酯（I）、大豆磷酯、微生物添加
剂（枯草芽孢杆菌、乳酸乳杆菌）、氨基

酸（DL-蛋氨酸、L-色氨酸、L-赖氨酸盐
酸盐）、防腐剂（双乙酸钠、丙酸钙）（II）

饲添（2005）1784

 

大连市大连湾畜禽兴饲料添加

剂厂

 

饲料级植酸酶、木聚糖酶、纤维素酶、甜

菜碱（II） 

饲添（2005）1786

 

溧阳市社渚磷肥厂

 

饲料级磷酸氢钙（I） 

饲添（2005）1787

 

江阴市爱顿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饲料级复合酶制剂（II） 

饲添（2005）1795

 

海南洋浦椰岛淀粉工业有限公

司

 

饲料级 α-淀粉 

饲添（2005）1797 
四川恩普尔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嗜

酸乳杆菌、酿酒酵母、植物乳杆菌）（II）

饲添（2005）1798

 

绵阳市新一美化工有限公司

 

饲料级吡啶羧酸铬、烟酸铬（I） 

饲添（2005）1800

 

衡阳市石鼓天丰饲料原料厂

 

饲料级硫酸铜、氧化锌（I）、乙氧基喹啉、
丙酸钙、大蒜素、碘化钾、硫酸钴（II）

饲添（2005）1803

 

濮阳市饲料添加剂厂

 

饲料级氯化胆碱（II） 

饲添（2005）1804

 

珠海市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级糖精钠、抗氧化剂、防腐剂、复合

酶制剂（蛋白酶、淀粉酶）（II） 

饲添（2005）1805

 

惠州市裕鸿生物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植物乳杆菌、沼泽

红假单胞菌、酿酒酵母）（I） 

饲添（2005）1811

 

上海源森医药原料有限公司

 

饲料级维生素B1（盐酸硫胺、硝酸硫胺）（I）

饲添（2005）1812

 

上海四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植

物乳杆菌、酿酒酵母、沼泽红假单胞菌、

粪肠球菌、屎肠球菌）（I） 

饲添（2005）1815

 

济南格瑞特恒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饲料级乙氧基喹啉、丙酸钙、双乙酸钠、

牛至香酚、大蒜素、维生素（II） 

饲添（2005）1816

 

山东得贝化工有限公司

 

饲料级氯化胆碱（I） 

饲添（2005）1817

 

什邡市川龙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级磷酸二氢钙（I） 

饲添（2005）1818

 

四川绵竹市金坤磷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饲料级硫酸亚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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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饲添（2005）1819

 

北京新纪元三色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粪

链球菌、乳酸片球菌）（I） 

饲添（2005）1821

 

藁城市诚信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级磷酸氢钙（I） 

饲添（2005）1822

 

大庆格瑞特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级硫酸（亚铁、铜、锌、锰、镁）（I）

饲添（2005）1823

 

连云港东洲化工有限公司

 

饲料级磷酸氢钙（I） 

饲添（2005）1825

 

齐河黄金牧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 L-抗坏血酸-2-磷酸酯、甘氨酸铁、
山梨酸、大蒜素（II） 

饲添（2005）1826 
廊坊市步瑞农科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饲料级糖萜素、果寡糖（II） 

饲添（2005）1827

 

广东海大实业有限公司广州海

因特生物技术分公司

 

饲料级大蒜素、L-抗坏血酸-2-磷酸酯、维
生素 C（II） 

饲添（2005）1829

 

横店集团金华家园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

 

饲料级 L-色氨酸（I） 

饲添（2005）1830

 

长兴恒大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饲料级碳酸钙 

饲添（2005）1831

 

浙江省德清县江林饲料实业有

限公司

 

饲料级 α-淀粉 

饲添（2005）1832

 

江西斯迪实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 α-淀粉 

饲添（2005）1834

 

扬中市科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饲料级维生素（II） 

饲添（2005）1835

 

湖南海纳百川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饲料级植酸酶（I） 

饲添（2005）1836

 

广东腾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丙酸钙（II） 

饲添（2005）1837

 

广州南沙龙沙有限公司

 

饲料级烟酰胺（I） 

饲添（2005）1838

 

深圳市希科安实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稀土壳糖胺螯合盐（I） 

饲添（2005）1839

 

邛崃市桑园镇大成饲料添加剂

厂

 

饲料级硫酸镁（I） 

饲添（2005）1841

 

厦门华鼎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饲料级 L-抗坏血酸-2-磷酸酯（I） 

饲添（2005）1842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博孜墩

石粉厂

 

饲料级碳酸钙（II） 

饲添（2005）1843

 

北京加商威圣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干

酪乳杆菌、沼泽红假单胞菌）（I） 

饲添（2005）1844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

 

饲料级维生素 B12（I） 

饲添（2005）1845

 

烟台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饲料级植酸酶、木聚糖酶（I） 

饲添（2005）1846

 

茂名粤华动物药厂

 

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酿酒酵母、枯草芽

孢杆菌、乳酸片球菌）（I） 

饲添（2005）1847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

公司

 

饲料级蛋白酶、淀粉酶、L-抗坏血酸-2-
磷酸酯（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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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名单 

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  业  名  称 

饲预（2005）3559 天津太脱拉动物保健品厂 

饲预（2005）3982 成都市腾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饲预（2005）3995 南宁市宇键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03 赤峰大壮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26 阜新立强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028 大连市大连湾畜禽兴饲料添加剂厂 

饲预（2005）4030 荆门市荆玻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46 广东云花实业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59 石家庄北华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63 哈尔滨市赛诺菲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66 恩施州同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067 恩施市朝霞牧业科技开发公司 

饲预（2005）4069 北京英惠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75 河南富森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82 广西中兴实业有限公司饲料厂 

饲预（2005）4083 北京光大畜牧中心 

饲预（2005）4085 哈尔滨农垦香坊民丰饲料厂 

饲预（2005）4086 昌乐惠达动物保健饲料厂 

饲预（2005）4087 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88 莱芜市万兴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89 济南格瑞特恒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91 枣庄市富裕民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92 莒县永康动物保健品厂 

饲预（2005）4093 齐河黄金牧业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94 湖南省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95 四川省哈吃畜牧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096 成都翘宝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97 成都市亿万饲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饲预（2005）4099 蓟县顺达饲料厂 

饲预（2005）4100 天津市爱都饲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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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  业  名  称 

饲预（2005）4102 邢台华穆务禽业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03 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饲预（2005）4104 绥化市宏利达饲料添加剂厂 

饲预（2005）4105 徐州统一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06 徐州永隆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08 郑州正邦双惠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09 湖南金土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0 邵阳市郊兴隆饲料厂 

饲预（2005）4112 廊坊市步瑞农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3 杭州维特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4 杭州天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5 嵊州市旭源工贸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6 上海飞帆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7 湖北省应城市裕隆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19 广东海大实业有限公司广州海因特生物技术分公司 

饲预（2005）4120 广东碧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21 茂名粤华动物药厂 

饲预（2005）4123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25 荣昌县永红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26 重庆市名君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27 重庆市光华饲料厂 

饲预（2005）4128 重庆天鼎饲料开发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29 北京华牧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0 北京挑战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1 北京兴晟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2 大成蓝雷营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3 扬中市科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4 武汉三力维康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6 陕西石羊集团杨凌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8 合肥市科茂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39 兴城鑫春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141 大连应达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42 安徽春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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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  业  名  称 

饲预（2005）4143 河南标准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44 广州柯莱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45 中山市天天动物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46 广西汇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47 柳州市杨博士畜牧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48 自贡市天成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149 大英县永发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151 成都金牌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2 遂宁市鑫诚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3 广东腾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4 珠海市第二兽药厂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5 北京中农博特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6 北京清大维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公司 

饲预（2005）4157 徐州龙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8 淮安市正虹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59 莒南县恒兴食品有限公司饲料加工厂 

饲预（2005）4160 青岛中科朗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1 唐河幸福生物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2 长沙有为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3 武冈市腾龙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164 江门汇海饲料厂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5 广东养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6 四川神州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7 成都农达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8 四川双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69 杨凌金石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饲预（2005）4171 天津市静海县可祥饲料厂 

饲预（2005）4172 天津市东方图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73 双城市禾苗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74 龙岩市农旺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75 沈阳爱益嘉牧业有限公司 

饲预（2005）4177 合肥金格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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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换发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名单 

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变更内容 

饲添（2000）0257

 

辽宁星河生物有限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 β-葡聚糖酶（I） 

饲添（2000）0317

 

北京市桑普生物化学技术

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硫酸镁、甘露寡糖（II） 

饲添（2000）0319

 

北京奥特奇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调味剂、微生物添加剂（嗜酸乳

杆菌、粪肠球菌、酿酒酵母）（II） 

饲添（2000）0334

 

新津金茂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硫酸锌（I） 

饲添（2000）0546

 

天津市兽药二厂 
新增产品：饲料级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烟酸、

烟酰胺（I）、硫酸盐、碘酸钙、氧化锌、乙氧基
喹啉、氯化钾、碘化钾、氯化钴（II） 

饲添（2000）0697

 

济南天天香有限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植酸酶、富马酸亚铁、烟酸铬（II）

饲添（2001）0829

 

青岛杰海饲料有限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肉碱盐酸盐、甜菜碱、果寡糖、

甘露寡糖（II） 
饲添（2001）0883

 

杭州康力饲料添加剂厂 新增产品：饲料级 L-抗坏血酸-2-磷酸酯（II） 

饲添（2002）0989

 

沧州市运西益微增产菌生

物制剂厂 
新增产品：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植物乳杆菌、枯

草芽孢杆菌、产朊假丝酵母）（I） 

饲添（2002）1098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 
新增产品：饲料级 β-胡萝卜素、β-胡萝卜素-4，4-
二酮（斑蝥黄）（II） 

饲添（2002）1123

 

广州绿本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蛋白酶（I） 

饲添（2003）1175

 

武汉市新地生物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

（I） 

饲添（2002）1256

 

惠州市惠山水生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

（I） 

饲添（2002）1335

 

杭州德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大蒜素、乙氧基喹啉、丙酸、甘

露寡糖、富马酸亚铁（II） 

饲添（2003）1068

 

沧州欣德威兽药有限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微生物添加剂（嗜酸乳杆菌、枯

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产朊假丝酵母）、蛋白酶、

果胶酶、淀粉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I） 

饲添（2003）1563

 

维生药业（石家庄）有限

公司 新增产品：饲料级 L-抗坏血酸-2-磷酸酯（I） 

饲添（2000）0184

 

石家庄华瑞明胶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新乐市矿质饲料厂 

饲添（2000）0257

 

辽宁星河生物有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营城

子南塔工业园 

饲添（2000）0674

 

上海增跃泰丰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878号

 
饲添（2001）0829

 

青岛杰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青岛杰海饲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山东省青岛市胶州阜安第二工业

园 
生产地址变更为：山东省青岛红岛路 2号甲 

饲添（2001）0881

 

南通市飞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南通市飞亚兽药厂 
注册地址变更为：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人民西路

3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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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变更内容 

饲添（2001）0911

 

浙江海蕴生物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洞头县海蕴生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浙江省洞头县北岙镇杨文工业基

地 D02-1地块 
饲添（2001）0918

 

天津黎明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天津开发区黎明实业公司 

饲添（2001）0997

 

邵阳市天龙化工厂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邵阳市双清区天龙化工厂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田江

乡田江村 

饲添（2002）1096

 

杭州宁电新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杭州新瑞饲料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

镇高新农业示范中心 

饲添（2002）1098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

 

生产地址变更为：浙江省新昌县大道东路 98号 

饲添（2002）1189

 

杭州富佳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富阳佳乐预混合饲料厂 

饲添（2002）1325

 

湖南中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湖南亚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湖南省长沙市马坡岭农业高科技

园 

饲添（2004）1380

 

天津牧欢饲料胆碱厂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天津市中港曙光兽药厂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大

安路口 

饲添（2003）1587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生物添加剂分

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饲预（2000）0243

 

上海申江饲料添加剂有限

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上海申江饲料添加剂厂 

饲预（2000）0608

 

唐山三发普林饲料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唐山三丰饲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河北省滦南县县城南大街 4号 

饲预（2000）0658

 

沧州天利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沧州正一饲料营养源厂 

饲预（2000）0729

 

福州绿康饲料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福州大地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0）1494

 

哈尔滨嘉诚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哈尔滨明天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1）1647

 

天津金康宝动物医药保健

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天津市金康宝医药保健品

有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白万

路白塘口村垂钓中心院内

 饲预（2000）2252

 

上海增跃泰丰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878号 

饲预（2001）2365

 

青岛杰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青岛杰海饲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山东省青岛红岛路 2号甲 
生产地址变更为：山东省青岛市胶州阜安第二工业

园

 
饲预（2001）2445

 

恩施州宇亮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恩施自治州牧业宇亮饲料

厂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湖北省恩施市红庙开发区 

饲预（2001）2450

 

长沙科力饲料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变更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大桥

村陈家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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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变更内容 

饲预（2001）2464

 

昆明云南农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昆明云南农大久久饲料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饲预（2001）2493

 

天津黎明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天津开发区黎明实业公司 

饲预（2001）2518

 

长沙伟嘉饲料有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湖南省长沙县安沙镇双湾

村

 
饲预（2001）2541

 

泰安市泰农动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山东省泰安市文化路 24号 
生产地址变更为：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发

区黑水湾泰肥一级路北

 饲预（2001）2554

 

北京三好伟业饲料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北京三好饲料厂 

饲预（2001）2557

 

北京旭农国际营养饲料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5 号
玉景公寓 407室 
生产地址变更为：北京通州区马驹桥史村 266号

 
饲预（2001）2579

 

太和县兴港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安徽省太和正泰饲料有限

责任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安徽省太和县沙河中路

38号 

饲预（2002）2715

 

辽宁众友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沈阳众友饲料有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辽宁省沈阳市胡台经济开

发区 
饲预（2001）2753

 

河北德田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石家庄市德田预混饲料厂 

饲预（2002）2760

 

北京和昌伟业饲料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康庄路福海

大厦四层 413室

 饲预（2002）2791

 

山东金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郓城县金鸡饲料有限公司 

饲预（2002）2820

 

杭州宁电新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杭州新瑞饲料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

镇高新农业示范中心 
饲预（2002）2937

 

杭州富佳饲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富阳佳乐预混合饲料厂

 
饲预（2003）3297

 

天津牧欢饲料胆碱厂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天津市中港曙光兽药厂 
生产和注册地址变更为：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大

安路口 

饲预（2003）3315

 

扬州天健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生产和地址变更为：江苏扬州高邮经济开发区长兴

路

 饲预（2003）3338

 

南昌泰格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南昌联大饲料厂 

饲预（2003）3382

 

河北旺胜动物营养饲料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河北省石家庄旺胜饲料有

限公司

 
饲预（2003）3428

 

新奥（厦门）农牧发展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为：福建省厦门市留学人员创业园创

业大厦 418＃ 
生产地址变更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我后溪新村第

二农场东岭（集美西部工业区）

 饲预（2003）3474

 

江西百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江西百维饲料科技有限公

司 

饲预（2003）3579

 

陕西金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西安市金科饲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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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编号 企业名称 变更内容 

饲预（2004）3714

 

四川智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四川省眉山必扬生物基因

技术有限公司

 饲预（2004）3720

 

金朝生物科技（河北）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龙一科技（廊坊）有限公

司 

饲预（2004）3721

 

北京一通科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北京九州科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饲预（2004）3753

 

重庆市齐源饲料厂

 

注册地址变更为：重庆市荣昌县昌元镇外西街 124
号

 饲预（2004）3964

 

石家庄市金太阳饲料添加

剂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原名称为河北万达动物药品厂 

 
附件 4： 

注销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名单 

生产许可证号 企业名称 注销原因 所在省市 

饲预（2004）3939 武汉艾立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变更生产地址误为

新报企业 
湖北省 

饲添（2004）1585 广东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惠州基地 合并 广东省 

饲添（2004）1677 广东智威畜牧水产有限公司南海基地 合并 广东省 

饲添（2000）0465 陕西省户县饲料矿粉厂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添（2000）0471 三原县一平生物化工厂 已不具备规定条件 陕西省 

饲预（2000）1382 西北农业大学预混料厂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预（2000）1395 西安市未央区众望饲料厂 已不具备规定条件 陕西省 

饲预（2000）1396 长安西北饲料添加剂厂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预（2000）1399 陕西三园福利畜禽添加剂厂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预（2000）1401 陕西金土地农业物资有限公司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预（2000）1402 西安百发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预（2000）1426 三原县一平生物化工厂 已不具备规定条件 陕西省 

饲预（2000）1430 咸阳市秦都区科帮饲料厂 停产一年以上 陕西省 

饲预（2000）1432 咸阳宏达饲料制品厂 
停产一年以上   未

通过年检 
陕西省 

饲预（2000）2108 陕西省富平频源有限责任公司 两年年检未报 陕西省 

饲预（2001）245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饲料添加剂厂 已不具备规定条件 陕西省 

饲预（2002）2881 陕西溢鑫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两年年检未报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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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504号 

Announcement No.504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法国帝斯曼营养产品有限公司等

15 家公司的 20 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在我国注册或重新注册，并发给登记许可证；批准印度尼
西亚 PT. Cheil Jedang公司等 2家公司的 3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变更生产厂家名称，并换发登记
许可证。所注册产品的监督检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我部发布的质量标准执行。 
附件：1．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注册目录（2005-03） 

2．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许可证目录（2005-01）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注册目录（2005-03） 

商品名称 产品类别 生产厂家 许可证号 有效期限 备注
罗维素® E 50 
SD 
ROVIMIX® E 
50 SD 

维生素类饲料

添加剂 
Vitamin Feed 

Additive 

法国帝斯曼营养产品有限

公司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France SAS 

（2005）外饲
准字 069号 

2005.05- 
2010.05 

 
 

白鱼粉 
White Fishmeal 

蛋白质饲料 
Protein Feed 

美国大洋蛋白有限公司 
Ocean Protein, LLC, USA 

（2005）外饲
准字 070号 

2005.05- 
2010.05 

 
 

喷雾干燥鸡肝

香料 21 
Spray Dried 
Chicken Flavor 
21 

饲料调味剂 
Feed Flavor 

Enhancement 

美国脱水食品有限公司 
American Dehydrated Foods 
Inc., USA 

（2005）外饲
准字 071号 

2005.05- 
2010.05 

 
 

德特利 
Biomaterial 

饲料酶制剂 
Feed Enzyme 

台湾孟德尔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Taiwan Mendel Biotech Co., 
Ltd. 

（2005）外饲
准字 072号 

2005.05- 
2010.05 

 
 

维乳康 
Lactofeed 70 

蛋白质饲料 
Protein Feed 

荷兰 DV营养有限公司 
DV Nutrition UA, The 
Netherlands 

（2005）外饲
准字 073号 

2005.05- 
2010.05 

 
 

鱼油 
Fish Oil 

能量饲料 
Energy Feed 

丹麦TripleNine 鱼蛋白质有限
公司 
TripleNine Fish Protein 
a.m.b.a., Denmark 

（2005）外饲
准字 074号 

2005.05- 
2010.05 

 
 

卡普乐 MD 
Calprona MD 

饲料防霉剂 
Feed Mould 

Inhibitor 

荷兰维大特公司 
Verdugt B.V., The 
Netherlands 

（2005）外饲
准字 075号 

2005.05-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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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产品类别 生产厂家 许可证号 有效期限 备注
古博士®吸霉灵 

COOPER® 
Bind 

饲料添加剂 
Feed Additive 

荷兰马斯特贸易公司 
Master Trade, The 
Netherlands 

（2005）外饲
准字 076号 

2005.05- 
2010.05 

 
 

艾克拿斯 L 
ECONASE 
Wheat L Plus 

饲料酶制剂 
Feed Enzyme 

芬兰罗尔公司 
Roal OY, Finland 

（2005）外饲
准字 077号 

2005.05- 
2010.05 

 
 

Pets Own 宠物
奶 
Pets Own Milk 

宠物饲料 
Pet Feed 

澳大利亚 Apetite食品有限
公司 
Apetite Foods Pty Ltd., 
Australia 

（2005）外饲
准字 078号 

2005.05- 
2010.05 

 
 

德彩鱼饲料 
Tetra Fish Feed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德国德彩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 
Tetra GmbH, Germany 

（2005）外饲
准字 079号 

2005.05- 
2010.05 

 
 

狗干粮 
Dogs Dry Food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法国皇家宠物食品公司 
Royal Canin S.A., France 

（2005）外饲
准字 080号 

2005.05- 
2010.05 

 
 

猫干粮 
Cats Dry Food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法国皇家宠物食品公司 
Royal Canin S.A., France 

（2005）外饲
准字 081号 

2005.05- 
2010.05 

 
 

Pro Pac狗粮 
Pro Pac Dog 
Food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美国中西宠物食品有限公

司 
Midwestern Pet Foods Inc., 
USA 

（2005）外饲
准字 082号 

2005.05- 
2010.05 

 
 

瑞香宝 081 
PAN MILK 081 

饲料调味剂 
Feed Flavor 

Enhancement 

瑞士潘可士玛有限公司 
Pancosma S.A., Switzerland 

（2005）外饲
准字 083号 

2005.05- 
2010.05 

续展

登记

强肝灵 
Carmine 

复合预混料 
Compound 

Premix 

比利时凡赛尔公司 
Versele-Laga N.V., Belgium 

（2005）外饲
准字 084号 

2005.05- 
2010.05 

续展

登记

凡赛尔金丹 
CARNI-TABS 

维生素类  饲
料添加剂 

Vitamin Feed 
Additive 

比利时凡赛尔公司 
Versele-Laga N.V., Belgium 

（2005）外饲
准字 085号 

2005.05- 
2010.05 

续展

登记

宝矿粉 
Colombine 
Mineral 
Mixture 

复合预混料 
Compound 

Premix 

比利时凡赛尔公司 
Versele-Laga N.V., Belgium 

（2005）外饲
准字 086号 

2005.05- 
2010.05 

续展

登记

维他精力粉 
CELOVIT B 

维生素类  饲
料添加剂 

Vitamin Feed 
Additive 

比利时凡赛尔公司 
Versele-Laga N.V., Belgium 

（2005）外饲
准字 087号 

2005.05- 
2010.05 

续展

登记

超级固元素 
Supervit 

复合预混料 
Compound 

Premix 

比利时凡赛尔公司 
Versele-Laga N.V., Belgium 

（2005）外饲
准字 088号 

2005.05- 
2010.05 

续展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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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许可证目录（2005-01） 

许可证号 商品名称 登记许可证变更内容 

（2001）外饲
准字 289号 

L-赖氨酸盐酸盐 
L-Lysine 
Monohydrochloride 

变更生产厂家名称 
原名称为：印度尼西亚 PT. Cheil Samsung公司 

PT. Cheil Samsung, Indonesia 
变更名称为：印度尼西亚 PT. Cheil Jedang公司 

PT. Cheil Jedang, Indonesia 

（2002）外饲
准字 043号 

L-苏氨酸 
L-Threonine 

变更生产厂家名称 
原名称为：印度尼西亚 PT. Cheil Samsung公司 

PT. Cheil Samsung, Indonesia 
变更名称为：印度尼西亚 PT. Cheil Jedang公司 

PT. Cheil Jedang, Indonesia 

（2005）外饲
准字 015号 

优卡狗粮 
EUKANUBA Dog 
Food 

变更生产厂家名称 
原名称为：宝洁美洲有限责任公司阿根廷分公司 

Procter & Gamble Interamericas LLC, Sucursal 
Argentina 
变更名称为：宝洁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 

Procter & Gamble Argentina S.C. 

 
 



 
 
 
 
 
 
 
 
 
 
 
 
 
 
 
 
 
 
 
 
 
 
 
 
 
 
 
 
 
         

 

 

《兽医公报》简介 
    《兽医公报》是 1999年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创办并编辑出版的政

府出版物。 

    《兽医公报》主要刊载：全国人

大和国务院通过的有关兽医和动物卫

生方面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兽医和动物卫

生方面的规章和文件；动物卫生标准；

我国的动物疫情月报；我国动物疾病

防治情况；有关动物卫生检测报告；

农业部批准刊登的其它文件等。 

    《兽医公报》为月刊，每月 20日

左右出刊，向国内外发行。 
     

主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兽医局 
刊    号： ISSN 1009—0762   

CN 11—4120/S 
地    址：中国北京农展馆南里 11号 
邮政编码：100026 
电    话：86-10-64192875、64192828 
传    真：86-10-64192845 
E-mail:    xmjwjch@agri.gov.cn 
http:      //www.agri.gov.cn 
 
Responsibilit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 R. China 
Sponso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 R. China 
Editor:       Bureau of Veterin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 R. China 
Address:     11 Nongzhanguan Nanli, Beijing 

100026, P. R. China 
TEL:        86-10-64192875, 64192828 
FAX:        86-10-64192845 
E-mail:      xmjwjch@agri.gov.cn 
http:        //www.agri.gov.cn 

兽 医 公 报  

OFFICIAL VETERINARY BULLETIN 
2005年 6月第 7卷第 6期/总第 70期 Vol.7 No.6 June,2005 

（月刊）MONTH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