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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关于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

中农办发〔201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办(农工部、农委、农工委），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和

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精神，更好落实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现就当前几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好浙江经验的学习推广工作

今年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

验的重要指示作出了部署，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学习推广浙江经验重要现实意义的认识，增

强自觉，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务求实效。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重点要学习推广浙

江省坚持领导重视、统筹协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和做法，进一步动员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明确目标，细化措施，促

进工作不断进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适时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骨干

力量的能力水平。

二、切实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试点示范工作

浙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经验，是坚持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通过试点示范，带动整体提

升。各地要以县为主体、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基础，着力打造一批示范县、示范乡镇和示范村，以点带

面、连线成片，分阶段、有步骤地滚动推进。全国将以“百县万村示范工程”为载体，试点示范和推介一批

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典型案例。各地要将借鉴浙江经验做法与总结自身好典型结合起来，抓

好本地区试点示范工作。在抓好示范村建设的同时，各地都要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的整体部署，统筹推进面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标准可以有高有低，可以从最基本、看得见、农民可

以做得到的事情抓起，由低到高，不断进步。 

三、加快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项措施

学好浙江经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关键要不等不靠、作风过硬、苦干实干。各地各有关单位要

紧紧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措施，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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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村貌整治提升、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为重点，

制定计划，明确要求，强化责任监督，确保任务落实。各省（区、市）在出台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

案后，要抓紧细化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时间节点，以县（市）为单位，分解量化具体目标任务。要认真总结

提炼和推广应用一系列符合当地实际的典范、技术、方法和管护机制，让基层干部群众学有榜样、干有遵

循。

四、尽快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责任新机制

今年中央1号文件任务分工和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由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牵头。按照中央要求，要从上到下抓紧建立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体制和推进

机制。各市县应尽快建立党委或政府领导牵头的领导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担当，切实发挥好

作用，加强协调推动，做好衔接工作，与相关部门一起共同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机构改革期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出现空档。其他部门也要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分工，切实抓好相

关工作。

五、及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督导调研

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考核验收督导的要求，各省（区、市）要建立台账制度，

要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年度计划纳入党委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明确时间、落实责任、层层推进，

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完成。要制定具体考核验收标准和办法，明确可量化、可监测、可考核的具体指标，以县

（市）为单位检查验收，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按照中央关于中央有关部门要对省级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情况组织督导的要求，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及有关部门将择期在各地自查基础上，组织联合

工作组开展督导调研，有关结果向中央报告，并适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2018年6月15日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当前农田建设 
管理工作的通知

农建发〔201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黑龙

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关

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6号）的要求，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职责已整合到农业农村部统一

管理。为切实加强农田建设管理，重点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机构改革期间工作有序对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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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建设任务，指导地方提前谋划好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农田建设管理职能改革的重要意义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这次机构改革，中央决定组建农业农村部，将中央农办设在农业农村部，

将发展改革委农业投资项目、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原国土资源部农田整治项目、水利部农田水

利建设项目等管理职责整合，列入农业农村部职能。中央正式印发的农业农村部“三定”规定，明确

农业农村部新设农田建设管理司，履行农田建设管理职责，承担耕地质量管理相关工作，参与开展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承担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管理工作等。这次机构

改革的上述规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加强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将切实改变过去农田建设“五牛下田”、分散管理的局面，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开展农田建

设，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地方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

深化农业投资和项目管理职能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决策部署上来，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主动对接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水利和农

业综合开发等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部门协作，平稳有序调整相关项目管理职能，加强职能整合，理

顺职责关系，健全体制机制，完善队伍体系，做到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干劲不松、资金

不减。

农田建设工作，今后一段时间要集中力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确定

的到2022年全国确保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任务，其中2018年要新增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坚定信

心、勇于担当、开拓创新、主动作为，切实履行好农田建设管理的重要职责，紧紧围绕高标准农田

建设这一中心，明确目标任务，加强资金保障，强化项目管理，统一规划布局、制度标准、组织实

施、验收考核和上图入库，努力开创农田建设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更大贡献。

二、扎实做好当前农田建设管理工作，确保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一）合力推动完成2018年建设任务。在相关职责调整到位之前，2018年相关项目管理仍按现行职责

和政策规定落实，按既定计划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确保机构改革期间工作有序对接，责任不缺位、

工作不断档。各省（区、市，以下简称“各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会同相关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规划，加强跟踪监测和工作调度，督促各县（市、区、场，以下简称“县”）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如期完成新增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含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下同）的

年度任务。要及时办理竣工验收和项目移交手续，落实工程建后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要按照有关规定

认真做好相关项目档案、上图入库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移交和利用工作。

（二）统筹安排2019年建设任务。农业农村部将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2020

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执行情况、2018年各地任务落实情况、2019年各省拟申请任务量、管理工

作等因素，向各省下达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任务清单（另行下达）。各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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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确定的分省建设任务，依托现有相关部门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数据，科学测算2019年本省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量；要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布局，合理确定建设优先顺序，优先在“两区”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安排干部群众积极性高、地方投入能力强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优先支持贫困地区建设高标准农田，积极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要及时将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县，并指导县级

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将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区域、项目、地块，明确时序安排。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要超前谋划和储备项目，扎实做好项目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切实做好项目申报和组织实施工作。高效节

水灌溉原则上不再作为单独的一类项目予以安排，但各省要根据下达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任务清单，结

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明确采取高效节水灌溉措施的建设地点和面积。

（三）健全资金投入机制。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各地要调整优化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作为重点支持范围。各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主动对接相关部门，推

动省级农田建设资金从预算源头整合，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资金保障。要主动向同级人民政府汇报

农田建设项目投入需求，积极争取2019年本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水平不低于本省

“十三五”以来平均水平。在不突破一事一议限定额度标准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和引导受益农民（或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筹资投劳。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国际合作项目管理，多渠道争取资金，增加农田建设投入。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资标准，原则上以省为单位平均计算，亩均财政资金投入不少于1500元。鼓励各省

在国家规定投入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投入、整合其他涉农资金、创新投融资

模式吸引社会投资等，提高亩均投入标准。各省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原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提质更

新的投入标准，适当提高丘陵山区、采取高效节水措施等项目区投入标准。

（四）合理确定项目选址与规模。各省要按照相对集中连片、整体推进的要求，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单个项目建设规模，原则上平原地区不低于3000亩，丘陵山区不低于1000亩。受自然条件限制，

单个项目相对连片开发面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可在同一流域或同一灌区范围内选择面积相对较大的

几个地块作为一个项目区。新型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可适当降低规模，由各省视情况确定。在

连片实施范围内已进行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但仍有部分田块没有建设的，对此类尚未建设的田块允许按

“填平补齐”原则进行设计和建设，由各省合理确定项目投资标准和建设规模。在充分利用原有建设成

果的基础上，允许对2010年（含）以前立项的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进行提质更新，按照“填平补齐、避免重

复建设”的原则确定项目建设内容，直接建成高标准农田。2011年及以后相关部门立项建设的高标准农田

地块，在国家规定使用年限内，不能再列入建设范围。禁止在地面坡度大于25度的区域、土壤污染严重的

区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严禁以任何形式、任何名

义违规建设“大棚房”。

（五）科学设计建设内容。各省要按照《总体规划》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14）

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设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实行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重点在土

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和建后管护

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有效提高耕地地力和质量。在坚持以农田水利为重点，实行多项措施综合治理的

前提下，允许项目区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确定具体的工程措施和投入比例。要坚持绿色发展，按照

“少硬化、不填塘、慎砍树、禁挖山”的要求，因地制宜构建生态沟渠、道路和塘堰湿地系统，改善农田生

态环境。

（六）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各省要参照现有政策制度，进一步梳理细化和规范项目申报、可行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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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竣工验收、监督检查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程，实现项目

建设管理精细化。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等相关信息要及时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组

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坚持农民自愿、民主方式，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主动让农民参与项目规划、建

设和管护等工作。

（七）完善建后管护机制。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落实管护主体责任，按照“谁受益、谁管

护”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和管护义务，规范办理移交手续。项目建设与工程管护机制要同步

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落实，积极探索项目建管护一体化的新机制。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等

方式，调动各受益主体和地方政府开展日常性工程管护的积极性。要认真汲取个别省份涉农项目建设质

量和管护使用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抓好项目建设质量隐患和管护使用情况排查及整改工作，确

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持续发挥作用。

（八）加强农田建设成果利用。创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资金筹集机制，按照《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

筹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16号）的要求，主动对接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共同核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新增耕地，用于耕地占补平衡。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基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划、同步推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强农田建设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衔接，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基础。条件成熟的地方，在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划区域内，可探索结合农村闲置宅基地复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三、健全农田建设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总体要求，各

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加强农田建设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政府领导、

农业农村部门牵头、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组织、指导和督促各地逐级落实好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和工作责任。

（二）强化队伍建设。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机构改革要求，根据农田建设工作需要，健

全农田建设工作机构，加强队伍建设，加快形成系统完备、分工明确、层次清晰、上下衔接的人才队伍体

系。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加强业务培训交流，提升农田建设管理工作水平。

（三）加强风险防控。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坚守底线思维，不断强化廉洁意识，严肃财经纪律、

廉政纪律，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打造忠诚担当、清正廉洁、高效精干的农田建设干部队伍。要切实防范农

田建设项目管理风险，依法依规行使项目审批权，把好立项关，保质保量完成好农田建设任务。要建立农

田建设监督机制，加强项目立项、资金投入、建设管理、运行维护全过程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安全、资

金安全、队伍安全。要严格跟踪问责问效，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责任主体抓好整改落实，对违规

违纪问题，依规依纪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四）推动全程监管。各地要按照《关于切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上图入库工作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7〕115号）要求，做好项目上图入库信息测绘、收集和整理工作，为上图入库奠定基础。农业农村

部将加快建设综合监管平台，做好与相关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工作，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从项目立项、

实施、验收阶段的全过程信息纳入上图入库范围，形成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张图”。 

（五）规范评价与考核。各地要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GB/T33130-2016），开展建设任

务、质量、成效、管理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评价工作。依据《总体规划》及年度任务安排，依据《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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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考核工作，强化考核

结果运用，实现奖优罚劣。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农田建设项目执行定期调度机

制，共同加强项目日常监管和跟踪指导，及时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农业农村部

报告；要认真做好各类农田建设项目摸底调查工作，请于2018年10月30日前，将本省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情况和汇总表（详见附件）报送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司。

联系人及电话：蒋成嘉、陈子雄，010-59191278,59191279,59191270（传真）。

附件：    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汇总表（略）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2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度 
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办办〔2018〕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

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畜牧兽医局，部属有关单位：

为切实抓好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农业农村经济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确保全年各项政策

措施和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根据农业农村部绩效管理办法、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要求，

2018年度农业农村部继续就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等11项专项工作开展延伸绩效管理。现将实施方案

（详见附件1－11）印发你们，请各地各有关农业部门和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好落实。

与上年相比，2018年度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主要有以下新变化：一是增加项目。增“推进现代种业

发展”延伸绩效管理。二是继续扩大试点范围。“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专项由上年10个试点省（自治区、

直辖市）扩大到18个，“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由上年12个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到

28个。三是扩大结果通报范围。为了更好地发挥绩效管理的激励及鞭策效果，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的公

开透明度，从2018年开始，对专项延伸绩效全部参与单位的评估结果进行发文通报，对于总分增加、名次

提升或者工作进步明显的单位，也一并予以通报。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对延伸绩效管理工作进行深度调整：待明年省

级机构改革到位后，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设立新的项目；根据东西部地区不同的基础条件，制定差

异化的评估标准；全面总结近年来绩效管理实践经验，修订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制度。

各单位要切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各项绩效目

标，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完成好农业农村各项目标任务。

附件：1．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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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3．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4．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5．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落实农业投资项目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6．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落实农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任务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7．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8．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9．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促进农业对外合作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10．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强化渔业绿色发展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11．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附件3〜11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11日

附件1

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

部署要求，扎实做好2018年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延伸绩效管理，依据农业农村部专项工作延伸绩效

管理实施办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评估原则

（一）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形成农业农村部门上下联

动、条块结合、整体推进的绩效管理工作格局，大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二）评估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平、公开、

公正”原则，科学规范评估程序和方法、量化考核内

容和标准，全面、准确、客观地衡量工作绩效。

二是简便易行、稳步推进。选择能够衡量政策

项目绩效，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易于

操作和衡量；评估方法和程序要科学简便，按计划

稳步推进。

三是定量定性、综合评价。评估指标能量化的一

律量化，不能量化的要明确评估标准，并对每个指标

合理赋分，有效实现对政策项目绩效的综合评价。

二、实施范围

2018年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延伸绩效管理包

含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政策落实两项，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

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范围内实施，被评

估单位〔以下简称各省（自治区、市、总局、兵团）〕

项目主管部门。

三、组织机构

2018年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延伸绩效管理由

农业农村部计财司牵头，农机化司和科教司具体负

责实施。成立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

领导小组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政策

落实延伸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由计财司主要负责同

志任组长，分别由农机化司和科教司相关负责同志

任成员，计财司农业补贴处、农机化司和科教司相

关业务处室负责具体指导和组织各地做好2018年延

伸绩效管理工作。

四、工作内容和指标体系

（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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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第三方组织开展延伸绩效管理，主要工作

流程包括：省级自评、专家初审、沟通协商、专家复

审、实地考核和总结报送。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规章

制度、重点工作、资金管理等内容，并设立附加分和

优秀等次否决项（详见附件1－1）。

（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政策

落实

建立部省联动、全程实施的绩效管理机制，加

强任务进展情况调度、工作监督和绩效考评，提升

政策实施成效，强化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依据下达

各省的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成效、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效果、服务对象满意

度、支撑主导产业发展实效等为主要考核标准，制定

《农业农村部2018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补助政策绩效考评指标体系》（附件1－2）。结合省

域发展差异、扶贫工作等实际情况，通过线上考评

与线下考评相结合、平时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会

商考评与现场考评相结合等方式，对2018年农技推

广补助政策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程绩效管理。加大

现场考评力度，增加现场得分在总成绩中的权重。

五、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1.自评阶段。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被

评估单位逐项对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撰

写自评报告，连同证明材料上传至信息系统。

2.复核阶段。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0日，由

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农机化司分别组织对被评估单

位自评分数和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复核方式主要以

资料核实与实地抽查为主。若缺少证明材料，被评

估单位需在3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

3.总结阶段。2019年4月21日至2019年4月25日，

由农业农村部计财司将综合评价分数、评估等次建

议及工作总结等报农业农村部绩效办。自4月26日

起，农业农村部绩效办汇总撰写2018年专项工作延

伸绩效管理年终评估情况报告，提交农业农村部绩

效管理领导小组和部领导审定。

六、结果运用

（一）通报结果

在2019年年中召开的全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

上，对2018年评估结果进行通报，并以部函的形式

通报相关省级人民政府。

（二）综合运用

我部将考核结果与下年度资金安排挂钩。对评

定为优秀等次的省（自治区、市、总局、兵团）项目主

管部门，农业农村部将在项目资金安排等方面予以

倾斜。

七、有关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各省（自治区、市、总局、兵

团）项目主管部门要专门成立领导组织机构，负责组

织开展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强化

组织协调，明确责任处室或牵头部门，具体落实各项

工作任务，确保全部绩效指标扎实有序完成。

二是强化督促检查。各省（自治区、市、总局、兵

团）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的

督促检查，不定期组成督查组重点对年度工作计划

安排、政策执行效力、资金拨付等情况开展督促检

查，对督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梳理，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整改。

三是严格工作纪律。在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

实施过程中，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

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保密纪律，切实做到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联系人：李伟

电话：010-59193310

传真：010-59192876

邮箱：njhcyc@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

联系人：付长亮

电话：（010）59192911

传真：（010）59193003

邮箱：kjstgch@163.com

附件1－1.农业农村部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1－2.农业农村部2018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附件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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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

部署要求，扎实做好2018年度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

伸绩效管理，根据农业农村部绩效管理办法，特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评估原则

（一）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按照“立足日常工作、围

绕目标任务、强化结果导向、突出过程管理”的总体

思路，加快形成农业部门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整体

推进的绩效管理工作格局，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二）评估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科学规范评估程序和方法、量化考核内容

和标准，全面、准确、客观地衡量工作绩效。

二是简便易行、稳步推进。选择能够量化的工作

绩效，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易于操作和

衡量；评估方法和程序做到科学简便，按计划稳步推

进。

三是定量定性、综合评价。评估指标能量化的一

律量化，不能量化的要明确评估标准，并对每个指标

合理赋分，自评为主，审核监督，通过考核评估，有效

实现对工作绩效管理的综合评价。

二、实施范围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深入推进绩效管理工作的

意见和2017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工作

情况，2018年对31个省（区、市）开展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延伸绩效管理。被评估单位为各省（区、市）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工作顺

利开展，农业农村部成立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伸绩

效管理考评领导小组和考评工作小组。考评领导小

组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相关司

局和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负责审定年度实施

方案和各省（区、市）指标体系，督促检查各省落实情

况，研究确定各省（区、市）的考评档次。考评工作小

组由种植业司分管负责人为组长，种植业司粮油处，

以及考评领导小组单位有关处室的1名处级干部为成

员，主要负责拟定年度实施方案，具体审核各省（区、

市）的指标体系和自评情况。

四、评估考核指标与内容

（一）稳定粮食面积，20分。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在前10年或5年（具体年限由各省区市结合粮食生产

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确定）平均水平以

上的，得20分；低于前10年或5年平均水平，每减少0.5

个百分点（小数点四舍五入保留1位），扣2分，扣完为

止；低于前10年或5年最低水平的不得分（符合国家

规划要求的政策性调减，以及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因素影响的不扣分）。

（二）稳定粮食产量，20分。粮食产量稳定在前

10年或5年（具体年限由各省区市结合粮食生产和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确定）平均水平以上的，

得20分；低于前10年或5年平均水平，每减少0.5个百

分点（小数点四舍五入保留1位），扣2分，扣完为止；

低于前10年或5年最低水平的不得分（符合国家规划

要求的政策性调减，以及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影响的不扣分）。

（三）加强示范带动和科技支撑，30分。粮食生

产技术指导和科技服务及时到位，示范带动增产增

效效果明显，满分10分；集成推广生态环保、资源节

约、绿色高效技术取得显著成效，满分10分；粮食生

产各项物资供应充足、质量安全，满分10分。

（四）加大行政推动和政策支持力度，30分。粮

食生产行政推动有力，工作落实迅速，出台具体措

施，满分15分；全面落实中央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及

时出台地方配套政策，满分15分。

（五）扣分项目。对粮食生产方面出现问题，省

级农业部门受到政府或纪检监察部门查处通报，或

被媒体点名曝光的，经发现并核查属实，每有一项扣

5分，累计不超过20分。

五、评估考核方法

（一）考评方法。考评采取各省（区、市）自评、

种植业司牵头组织审核，并根据最终得分确定考评

附件2

农业农村部2018年度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通知决定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档次。考评档次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90

分以上为优秀，80分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

上、80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含本

数，以下不含本数）。

（二）数据采集。各省（区、市）粮食面积、产量

采用国家统计局确认的农调队数据，或省级统计部

门数据（无此数据的，以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数据

为准）。对国家规划要求的政策性调减，各省（区、

市）要根据政策性调减对产量和面积等数据产生的

影响作详细说明，并提供相关数据变更的依据和佐

证材料。

（三）赋分办法。对评估考核指标第1、2、5项，

根据考核内容进行测算；对第3、4项，采取“基础分

+效果分”的办法，即完成该项指标可得该项分值

90%的基础分，10%的分值根据该指标完成的质量

和效果分档赋效果分。

1.基础分

工作措施有力、全面按时完成绩效指标的，得

该项指标分值90%的基础分；工作措施不力，未完

成绩效指标，或出现重大错误、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2.效果分

2.1  工作有亮点，得该项指标分值的91%~93%。

如在省报、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等省级新闻媒体上

有专题宣传报道，或向同级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

部报送相关信息并被采用，或在以同级党委、政府

名义召开的会议上做典型经验交流发言，或受到农

民群众、服务对象、有关部门单位、地方党委政府好

评的。

2 . 2  工 作 成 效 明 显 ，得 该 项 指 标 分 值 的

94%~97%。如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农民日报、央视七套农业节目、中国农业信

息网等新闻媒体上有专题宣传报道，或得到同级党

委、政府负责人和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肯定性批示，

或得到同级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和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表扬，或超额完成目标任务5%以上，或在全

国有关会议上做典型经验交流发言，或争取政策有

重大突破的。

2 . 3   工作成 效 显 著，得 该 项指 标 分 值 的

98%~100%。如得到同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表

扬，或产生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

工作质量和效果同时具备上述多项的不累计，

按最高项赋效果分。同时，每个赋分项只可在某项

工作用1次，不重复加分。

六、实施步骤与进度安排

1.自评阶段。2019年2月28日前，各省（区、市）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逐项对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

分，撰写自评报告，连同证明材料上传至信息系统。

2.复核阶段。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0日，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司牵头组织对各省（区、市）自评报

告、自评分数和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复核方式主要以

资料核实与实地抽查为主。若缺少证明材料，被评

估单位需在3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

3.总结阶段。2019年4月21日至2019年4月25日，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将综合评价分数、评估等次建

议及工作总结等报农业农村部绩效办，由绩效办按

程序统一报批。

七、结果运用

探索、总结和完善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绩效管理

考评机制和指标体系，充分运用考核评估信息，分

析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措施，促进绩效持续提升。

在2019年年中召开的全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上，对

2018年评估结果进行通报，并以部函的形式通报相

关省级人民政府。

八、有关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要成立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延伸绩

效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组织协调，明确责任处

室或牵头部门，具体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全部

绩效指标顺利完成。

二是强化督促检查。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要加强延伸绩效管理的督促检查，不定期组

成督查组重点对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政策执行效

力、资金拨付等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对督查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梳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三是严格工作纪律。在延伸绩效管理实施过程

中，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

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保密纪律，切实做到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

联系人：刘武

电  话：010-59193351

传  真：010-59192865

邮  箱：nyslyc@agr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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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启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登记证有关事项的通知

农办政改〔2018〕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委、局）：

按照《农业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

作的通知》（农经发〔2018〕4号）的要求，现就启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使用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采用统一式样，设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本）》《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本）》及封套。登记证正本与副本内容一致，具体式样、尺寸和印制标准详见附

件。自2018年10月1日起，启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式样。

（二）内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自治地区需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上同时使用本民族文

字的，必须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式样、内容保持一致，并将登记证正本、副本及封套样品报农

业农村部备案。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管理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启用后，先期已经取得组织机构代码和登记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应于2020年底前完成换证赋码工作。2015年以来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中，由地方自行编码发

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换证赋码工作。未按期完成换证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其旧证照作废。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原则上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发放并加盖

印章，各省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由地市级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登记证并加

盖印章集体工作由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承担。经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等区域，以及不

设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或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的地区，其辖区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上级地方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或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发放登记证并加盖印章。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发放要严格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程序和手续，确保

依法依规。登记证发放前要严格审核相关材料，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类型、住所、法定代表人、

资产情况、业务范围、成立日期、有效期限、发证日期等信息进行认真核查，核实无误后通过登记赋码管

理系统打印登记证。

（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原则上由县级以下行政区划和改革类型依次组成。组级集体经济组

织名称统一为“××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组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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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名称统一为“××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经

济联合社）”，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名称统一为“××县（市、区）××乡（镇、街道）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

（经济联合总社）”，名称中县级行政区划为市辖区的，应与其所在地市名称连用。仅有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的，名称也可以称为××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印章、银行账

户等所使用的名称，应当与登记证中的名称相同。现阶段，广东省已按照地方政府规章办理登记、刻制印

章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暂不作名称变更，本通知下发后新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照本通知

要求命名。

（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记载的事项中，登记类型统一为“集体经济”，资产情况包括“集

体土地总面积”和“资产总额”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业务范围统一为“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

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组织成立日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第一

次取得登记证（包括先期已经取得组织机构代码和地方自行编码发证）的发证日期。按照本通知要求办理

登记赋码、换证赋码、变更登记后取得的登记证，自发证之日起10年内有效。

（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办理登记赋码时，需要填写集体资产、改革时点量化资产等相关信息。其

中，集体土地总面积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面积总数，资产总额为农民集体所

有的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其他资产等账面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为集体资产总额减

去负债后的差额（即所有者权益），资本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收到投入的资本总额，股本总额为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改革时点全部股份对应的量化集体资产金额。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印制

（九）各省（区、市）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负责本辖区登记证的印制工作，印制费用由各省承

担。各省要根据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照规范程序确定承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印

刷企业。印刷企业应选择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印刷经营许可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防伪技术产品）等资质证书的承印企业。

（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式样由农业农村部负责设计，版权归农业农村部所有。各地应

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统一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式样以及印制标准。不符合本通知公布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式样的证书，不得标注“农业农村部监制”字样。

（十一）各省（区、市）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印制管理，

确保承印企业严格按照印制任务书确定的数量和质量，依据印制标准，开展登记证印制工作；确保承印

企业不得擅自印制、销售登记证，不得擅自将登记证的印刷业务转包给其他企业，不得降低印制质量、粗

制滥造。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的监管 

（十二）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定期督导检查制度，重点对登记证的印制、发放、使用等情

况开展督导检查。各省（区、市）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要按年度向农业农村部报送本辖区登记证的印

制、发放、使用等情况的报告。

（十三）各省（区、市）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登记证使用情况的监管，确保登记证在本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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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范使用。对于伪造、变造登记证或者违法制售、使用伪造、变造登记证的，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依法

查处；对于不按照要求使用、管理、印制登记证的，要责成限期改正。 

附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印制标准（试行）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9月30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 
切实加强百草枯监督管理的通知

农办农〔2018〕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自2016年7月禁用百草枯水剂以来，各级农业部门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百草枯

水剂禁而不绝的问题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致使服用百草枯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进一步加强百草枯监督管理，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百草枯管理规定

农业部公告第1745号、2445号明确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

生产，保留母药生产企业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在国内销售

和使用。百草枯可溶胶剂登记证于2018年9月25日到期，不再批准境内使用登记延续，自2020年9月26日起

禁止百草枯可溶胶剂在境内销售、使用。各级农业部门要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严禁百草枯母药在境内销

售。

二、全面监控百草枯生产动态

要全面监控百草枯母药、水剂、可溶胶剂的生产、出口、库存情况，严防专供出口产品转内销。百草枯

母药生产企业要完善生产、销售台账，每季度首月上旬向所在地省级农业部门报送上季度百草枯生产数

量、出口数量、出口国家或地区、季末库存等详细情况。省级农业部门要于每季度首月15日前向我部报送

上季度上述汇总情况。

三、彻底清查处理百草枯水剂遗留问题

要对没有“专供出口”生产资质企业及农药经营单位、网上销售店、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病虫害防治



通知决定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组织、乡村农户等社会上库存和尚未销售使用的百草枯水剂，进行全面清查、回收，并按照《农药管理条

例》的规定，及时交由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处置费用由相应的生产企业、经营单位承

担，生产企业、经营单位不明确的，处置费用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列支。

四、严厉打击违规生产经营百草枯的行为

要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全面加强百草枯监督管理。要以百草枯、敌草快、

草甘膦、草铵膦等灭生性除草剂生产企业、经营单位为重点，全面检查其原材料进货及生产销售记录，特

别要严查隐性添加百草枯、以百草枯假冒敌草快等除草剂问题，对违规生产、经营、使用百草枯的行为要

坚决依法查处。要做好部门间、省际间协同配合，发现线索，一查到底，坚决打击。涉嫌刑事犯罪的要依

法移交公安、司法机关查处。

各省（区、市）农业部门要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百草枯监督管理总结报到我部农药管理司。联系电

话:010-59192899,传真：59191875，E-mail：pmd@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12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18〕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业、农牧）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贯彻落实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的通知》（国办明电发〔2018〕10号）要求，进一步加强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工作，严防非洲猪瘟疫情扩散

蔓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工作的重要性

8月以来，我国部分省份先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病毒分布复杂，防控形势严峻。规范实施生猪检疫

和调运监管是从源头防控非洲猪瘟、有效防范疫情扩散蔓延的重要手段，事关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

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近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部分省份在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等方面明显存在

薄弱环节，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因违法违规出证行为导致疫情传播的情况。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充分认识

做好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严格规范检疫监管行为，健全完善相关工作制度，确

保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工作依法依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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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加强关键工作措施落实

（一）严格实施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近期，我部已组织对《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

疫规程》进行了修订，各地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检疫规程要求开展检疫工作，对于违反《农业农

村部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农明字〔2018〕第29号）和《农业农村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农明字〔2018〕第33号）规定，开展生猪或生猪产品调运活

动的，不得受理其检疫申报。要强化对调运生猪的临床健康检查和屠宰生猪的待宰、宰后检疫，重点检查

疑似非洲猪瘟临床症状以及脾脏、淋巴结等典型病理变化，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症状和病变的，要立即采

取控制措施并及时按程序报告。要强化从事养殖、贩运、交易、屠宰等各环节生产经营者的防疫主体责

任，督促养殖场（户）、从事畜禽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生猪屠宰企业按照农业农村部第2号公告等规定

申报检疫，督促货主或承运人在装载前、卸载后对运输车辆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二）规范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各地要严格按照《农业部关于印发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样式及

填写应用规范的通知》（农医发〔2010〕44号）要求，规范填写动物检疫证明，不缺项、不漏项。要加强对

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的监控，对来自限制调运地区的生猪及其产品，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并根据

各地疫情情况及时关闭或调整生猪及其产品出证相关功能。实施手写出具动物检疫证明的地区，要进一

步明确出证人员出证权限和责任，严格执行动物检疫证明领用管理制度。

（三）规范生猪跨省调运监管。各地要切实加强对生猪跨省调运的监管，严格控制生猪从高风险区向

低风险区调运。要加强省际间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的工作力量，确保工作经费，改善工作条件，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要加大对跨省调运生猪及其车辆的查验力度。发现违规调运生猪及生猪产品的，必须

立即扣押，规范处置，不得劝返。

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层层传导压力，逐级落实责任，把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

各项工作抓严、抓实、抓细。要严格落实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和屠宰检疫“五不得”，坚决查处

“隔山开证”、买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开“人情证”等违规违纪行为，对检疫失职渎职情况要严肃问责。

要采取典型案例通报等方式，加强动物卫生监督警示教育。要切实做好法规政策、技术规范的宣传培训，

确保基层检疫人员及时掌握非洲猪瘟防控相关的新规定、新要求，熟悉非洲猪瘟典型临床症状和病理变

化，不断提升生猪检疫和调运监管履职能力。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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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规模化猪场和 
种猪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18〕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10月14日，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一规模化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我国大型规模化猪场首次发生

非洲猪瘟疫情，目前，该起疫情已经扑杀生猪超过2万头，经济损失重，社会影响大。为统筹疫病防控和产

业发展，进一步加强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以下简称“两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切实保护好生猪产业

和市场供给的基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两场”防控的重要意义。规模化猪场是猪肉市场供给的主要来源，种猪场是生猪产业

发展的根基。保护好“两场”的生产能力，对于稳定生猪生产发展、保障肉品市场有效供给、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非洲猪瘟疫情由散养户扩散到规模化猪场，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在规模化猪

场继续发生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亟需进一步强化“两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

充分认识做好“两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两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毫不松懈

抓好防控工作，切实保护好“两场”的生产安全。

二、强化防控责任落实。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将“两场”作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重中之

重。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建立“两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责任制，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逐级压实责

任，逐场摸清情况、制定预案、建立台账；要克服麻痹厌战情绪，切实履行监管责任；要加强与有关部门

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两场”要配合畜牧兽医部门加强防控知识的宣

传和普及，严格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做好各项综合防控工作。

三、严格各项综合防控措施。“两场”要加强动物防疫条件建设，认真执行各项动物防疫制度，强化

生物安全管理，提高生物安全水平。要采取封闭管理措施，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场区。严格落实补

栏隔离措施和空栏管理制度，避免交叉污染。严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关，严禁使用餐厨剩余物饲喂

生猪，暂停使用添加有以猪血为原料的血液制品生产的猪用饲料饲喂生猪。配齐配足消毒药品和配套物

资，做好圈舍、场地、用具及进出人员、车辆等消毒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四、确保“两场”周边生物安全措施落地。“两场”在认真做好自身非洲猪瘟防控的同时，主动配合当

地畜牧兽医部门，对周边3公里范围内现有养猪场（户）进行全面排查，帮助中小规模养猪场（户）落实生

物安全措施，消除风险隐患，净化“两场”周边养殖环境。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鼓励和指导

“两场”创新防控机制，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两场”周边中小规模养猪场（户）的生猪，在切实保护中

小规模养猪场（户）利益的前提下，加快推动“两场”周边中小规模养殖场（户）逐步弃养、退养，构建周

边地区生物安全屏障。

五、严格规范种猪引种和调运。强化种猪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和跨省引进种猪检疫审批，落实种猪

调出实验室检测和调入隔离观察制度，种猪场、种公猪站原则上应从非洲猪瘟非疫区省份引进经检疫合

格的种猪。非洲猪瘟疫区所在省份种猪场的种猪，经实验室非洲猪瘟检测合格和检疫合格后，方可调出

本省；种公猪站销售的精液产品，其采精公猪必须经实验室非洲猪瘟检测合格和检疫合格后，方可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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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经陆路跨省调运种猪不得途经发生疫情的省份。从发生疫情的省份引进种猪的，必须按规定报告，

并进行不少于15天的隔离观察，合格后方可混群饲养。

六、切实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各地要切实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生猪生产扶持政策，积极争取地

方政府出台配套政策，加大对“两场”防疫基础设施改造、疫病净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关键环节的

扶持力度，提高疫病防控能力，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规模养殖场达到出栏标准生猪压栏严重的问题。

严格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积极争取通过地方财政适当提高种猪扑杀补助标准，帮助“两

场”渡过难关，确保疫情处置工作有效推进，为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20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 
实验室检测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18〕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业农村）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畜牧兽医局：

为及时发现非洲猪瘟疑似疫情，进一步做好样品检测工作，现就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有关事项补充

通知如下。

一、承担检测任务实验室范围

现承担实验室检测任务的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并经省级畜牧兽医部门批

准，可选择辖区内具有相应设施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体系健全，近三年内未发生任何生物安全事

故，具有生物安全二级或以上的实验室分担样品检测任务。受委托实验室可为高等院校、各级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符合条件的实验室。各省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对受委托实验室的实验活

动和生物安全进行督导。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组织协调受委托实验室做好样品检测工作，检

测结果应由受委托实验室和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共同负责。

二、严格开展实验室活动

各受委托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规范。样品检测前，要在生物安全柜中对样品进行

处理和灭活。每批样品检测结束后，要对检测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废液等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并对相



通知决定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关仪器、工作台面、环境进行严格消毒。检测任务完成后，要对所有剩余样品进行高温高压处理，做好样

品销毁记录，不得留样。

三、及时报送检测结果

各受委托实验室一旦发现疑似阳性结果，应立即报告所在地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并反馈送

样单位；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于1小时内以快报形式报告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并尽快组

织将疑似阳性样品送至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进行确诊。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完成

后，应于1小时内将结果以快报形式报送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反馈送样单位。

四、其他有关要求

各受委托实验室须通过检测能力比对验证后方可开展检测工作，能力比对实施方案由各省级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制定并实施。样品检测所用引物、阳性对照品和实验室操作程序由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

中心统一提供。未经省级畜牧兽医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集病料。除我部指定的实验室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保存病料。未经我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分离病毒，不得进行动物感染实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25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  做好非洲猪瘟 

防控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农办牧〔2018〕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村）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2018〕12号）精神，强化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我部决定在2018年生猪屠宰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和生猪

屠宰监管“扫雷行动”基础上，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做好非洲猪瘟防控专项行

动，现将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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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 
做好非洲猪瘟防控专项行动方案

为切实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我部决

定在2018年生猪屠宰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和生猪屠

宰监管“扫雷行动”基础上，自即日起至2019年1

月底前，在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及相邻省份开展

为期三个月的打击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做好非

洲猪瘟防控专项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以实施生猪屠宰

标准化创建为抓手，以提升猪肉质量安全为目标，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猪、贩卖加工病死

猪肉等生猪屠宰领域违法行为，切实做好屠宰环

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防止病死猪及其产品流向

市场、进入餐桌。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生猪屠宰风险隐患排查

1.强化私屠滥宰隐患排查。发生非洲猪瘟疫

情省及相邻省份在生猪禁运期间，要加大城乡结

合部、县乡交通道路周边、已取缔的私屠滥宰点

（户）等私屠滥宰易发区和多发区，以及疫区、受

威胁区的巡查排查力度，对群众举报的违法线

索要集中力量进行核查，要确保排查不留盲区，

违法线索件件有核实，防止私屠滥宰行为死灰复

燃。

2.强化屠宰质量安全隐患排查。要强化屠宰

企业屠宰过程、肉品品质检验和“瘦肉精”自检、

病死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等屠宰质量安全制度控

制措施落实情况排查，对生猪屠宰生产过程中的

屠宰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肉品品质检验制度、

屠宰检疫、无害化处理等关键点，要对人员配备、

技术要求、工作记录等逐一进行核查，确保质量

安全不留死角。

3.强化屠宰环节非洲猪瘟防控风险排查。要

紧盯屠宰生猪入场查验，重点排查是否如实记录

生猪来源，有无屠宰未经检疫生猪，检疫证明是

否真实、有效、规范，生猪标识是否佩戴齐全，是

否屠宰加工来自疫区生猪，是否屠宰走私生猪等

违法行为。要突出消毒制度落实，重点排查生猪

进场通道、卸猪台、待宰圈是否定期进行清洗消

毒，生猪运输车辆卸载后是否清洗消毒等潜在风

险点，及时堵塞非洲猪瘟防控漏洞。

（二）严格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

要督促屠宰企业切实履行屠宰环节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

加强安全生产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完善屠宰安全生产档案记录，落实安全生

产各项措施。要强化屠宰企业动物防疫主体责

任，切实加强管理，严格落实场地及车辆消毒、肉

品检疫出场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制度，一旦发

现疑似非洲猪瘟临床症状的生猪及其产品，要及

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并采取封锁、隔离、

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措施，防止动物疫

情扩散。

（三）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

1.严查严管确保上市肉品安全。结合生猪屠

宰隐患排查情况、生猪屠宰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和

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推进情况，抽调专门力

量，加大监管力度，强化案件线索分析和调查，对

逃避检疫、私屠滥宰、违规调运病死猪、屠宰加工

病死猪、添加使用“瘦肉精”、对生猪及其产品注

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从严从重处

罚；对屠宰加工企业屠宰生猪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未如实记录屠宰生猪来

源和生猪产品流向的、未建立或实施肉品品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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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制度的、屠宰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生猪的，一

律限期整改顶格处罚，切实保障生猪屠宰环节质

量安全。

2.强化协调联动打击力度。要配合公安机关

开展打击食品药品农资环境犯罪专项行动，对涉

嫌非法收购、贩卖、屠宰病死猪、加工制售病死

猪肉制品的犯罪案件，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要按照《农业部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屠宰检验检疫和畜禽产品

进入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监管工作的意见》

（农医发〔2015〕18号）要求，健全部门间协调联

动机制，开展联合执法，及时通报案件查处和日

常监督监测信息，联手查处肉品质量安全大案要

案。

（四）加快推进生猪屠宰清理整顿和标准化

创建

要结合非洲猪瘟防控实际，在非洲猪瘟防控

风险较大的重点市、县深入开展生猪屠宰企业清

理整治行动。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加大屠宰资格

清理、压点提质力度，加快屠宰行业转型升级。对

屠宰非洲猪瘟疫区、受威胁区生猪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小型生猪屠宰场点，一律要求停业限期整改，

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予以取缔。要以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为契机，结合本省工作实际，积极

指导推进生猪屠宰企业建立科学有效的质量安

全标准体系，引导企业升级改造，推动建成一批

标准化示范生猪屠宰企业，提升生猪屠宰企业标

准化建设水平。

三、有关要求

各地要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防控非洲猪瘟

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安排专人

负责，统筹2018年生猪屠宰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和

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工作安排，制定细化方

案；要加强部门协作，主动与公安、食药（市场监

管）等部门协调；要加强宣传及信息报送，对于行

动中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要及时宣传，违法违

规行为要及时曝光，有关意见和建议要报送我部

畜牧兽医局。

联 系 人：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吴学宝

联系电话：010-59192834

传    真：010-59192871

电子邮箱：tuguanchu＠agr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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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生猪运输 
车辆备案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18〕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业、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2号）要求，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9号（以下简称“公告”）

有关规定，全面强化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等监管措施，有效防范非洲猪瘟疫情跨区域传播，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要求

公告对生猪运输车辆备案有关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明确了1个月的过渡期限。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要高度重视车辆备案工作，充分认识实施这一应急管理措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紧紧抓住1个月过渡期，

通过张贴公告、发放明白纸和网络新媒体等方式广泛宣传公告内容，使交易、养殖、运输、屠宰生猪的单

位和个人详细知晓，自觉配合做好备案，确保从2018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和监管。

二、规范开展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办理

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按照公告要求，查验承运人提交的有关材料，留存相关证件复印件，在指定

场所对生猪运输车辆实施严格的现场检查。对于符合条件的生猪运输车辆，出具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随车

同行。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长29.7cm、宽21cm，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有效期暂定为半年。

三、及时报送运输车辆备案信息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按照公告第四条要求记录的内容，收集本省（区、市）生猪运输车辆备案信

息，填写生猪运输车辆备案信息采集表（附后），于2018年11月30日前发送至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电子邮箱：cadc2016@126.com）。对2018年11月30日后备案的生猪运输车辆，要定期做好信息汇总和报

送。各省信息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汇总后，上传至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平台公众查

询服务系统。

四、严格查验跨区域运输车辆条件

跨省（区、市）运输生猪，以及发生疫情省份及其相邻省份内跨县调运生猪的车辆申请备案时，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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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是否配备车辆定位跟踪系统，未配备的不予备案。同时应明确告知承运人，车辆定位跟踪系统的相

关信息记录须保存半年以上。

五、督促建立生猪运输台账

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承运人建立台账制度，详细记录检疫证明号码、生猪数量、运载时

间、启运地点、到达地点、运载路径、车辆清洗、消毒以及运输过程中染疫、病死、死因不明生猪处置等内

容。台账管理的具体办法可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六、切实加强产地检疫环节把关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官方兽医接到生猪产地检疫申报后，对拟运输外调的生猪，应当严格查验运

输车辆备案及清洗消毒情况，核实后逐项填写动物检疫证明所列内容。发现承运生猪的车辆未经备案或

有伪造、变造、租用、借用备案表等情形的，应当责令改正，并及时通报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七、着重强化运输环节监管

各地畜牧兽医部门要加强运输环节监管，发现有违反公告规定情形的，一经查实，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

工作的通知》（农明字〔2018〕29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

（农明字〔2018〕33号）有关规定处理。要着力完善生猪调运联查联动工作机制，参与、支持交通运输、公

安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附件：××省（区、市）生猪运输车辆备案信息采集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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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一批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的通知

农办渔〔2018〕74号

有关省渔业主管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603号有关要求，现将石家庄中山湖日本沼虾、黄颡鱼等12处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第十一批）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予以公布。公布后保护区的性质、范围和功

能分区不得随意调整或改变，确需调整或改变的，应按程序报我部批准。

各省、自治区渔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1号）

（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要求，加强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管理，明确

管理机构，积极争取支持，配备必要的管理、执法和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设施。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主要职责开展工作，切实强化管护措施，加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力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发挥保护区作用。

附件：第十一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1月5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8年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通知

农办产〔201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业农村、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局：

为贯彻落实2018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的要求，我部组织开展了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工作。经地方推荐、专家审核和网上公示等程序，推介北京市房山区东村村等150

个村为2018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现予以公布。

希望获得推介的乡村珍惜荣誉，持续拓展农业功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开发特色产品，努力提

升服务质量，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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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农业农村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宣传推介，让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保持天

蓝、地绿、水净，安居、乐业、增收的良好态势，成为市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回忆乡愁的好去

处，为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北京市房山区东村村

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

北京市密云区金叵罗村

北京市门头沟区赵家台村

北京市怀柔区对角沟门村

天津市蓟州区程家庄村

天津市武清区马神庙村

河北省遵化市何家峪村

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

河北省内丘县小辛旺村

河北省邯山区小堤村

河北省围场县御道口村

河北省昌黎县葡萄小镇

山西省永和县东征村

山西省介休市张壁村

山西省阳曲县上安村

山西省盂县王炭咀村

山西省壶关县常平村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奇乾村

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孟家段村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雷营子村

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查干柴达木村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对桩石村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窑沟村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杨家村

辽宁省建平县小平房村

吉林省舒兰县马鞍岭村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黑鱼村

吉林省磐石市古城村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黎明村

黑龙江省大海林双峰林场（雪乡）

黑龙江省宁安市小朱家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丰收村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外四道沟村

上海市崇明区仙桥村

上海市奉贤区吴房村

上海市金山区新义村

上海市金山区南星村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斗山村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灵湖村

江苏省溧阳市李家园村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梅林村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全心村

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石淙村

浙江省乐清市下山头村

浙江省天台县张思村

浙江省缙云县笕川村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澄村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祁梅村

安徽省巢湖市经济开发区汤山村

安徽省宁国市双溪村

安徽省广德县高峰村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大周村

安徽省太湖县寺前镇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培斜村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惠屿村

福建省大田县元沙村

福建省福清市南宵村

福建省云霄县棪树村

江西省安义县罗田村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彩色村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毛桥村

江西省芦溪县东阳村

江西省大余县元龙畲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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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小张村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薛庄

山东省曲阜市郑庄

山东省东平县南堂子村

河南省孟州市源沟村

河南省渑池县柳庄村

河南省西峡县简村

河南省光山县帅洼村

河南省郏县姚庄回族乡

湖北省宣恩县伍家台村

湖北省松滋市樟木溪村

湖北省钟祥市南庄村

湖北省宜都市全心畈村

湖北省建始县村坊村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木村

湖南省汨罗市西长村

湖南省新化县土坪村

湖南省麻阳县楠木桥村

广东省南雄市灵潭村

广东省兴宁市东升村

广东省普宁市善德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乔老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沙地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布央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林驮村

海南省琼海市沙美村

海南省陵水县什坡村

重庆市长寿区邻封村

重庆市万州区楠桥村

重庆市江津区黄庄村

重庆市綦江区万隆村

重庆市石柱县八龙村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星光村

四川省开江县竹溪村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塘坝村

四川省平昌县石龙村

四川省西昌市丘陵村

贵州省贵定县星溪村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大坝村

贵州省从江县岜沙村

贵州省兴义市联丰村

贵州省独山县翁奇村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社区

云南省罗平县金鸡村

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镇

云南省沧源县翁丁村

云南省腾冲市和睦茶花村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卡如乡

西藏自治区林周县联巴村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白定村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三岗新村

陕西省商南县太子坪村

陕西省礼泉县白村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天刘村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康坪村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顾家善村

甘肃省敦煌市月牙泉村

甘肃省景泰县西和村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李官湾村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河口村

青海省尖扎县德吉村

青海省大通县边麻沟村

青海省共和县龙羊新村

青海省贵德县二连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四十里店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新平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冶家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龙泉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恰克日库依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月亮地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乌兰乌苏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也拉曼村

大连市金普新区土门子村

大连市金普新区袁屯社区

青岛市城阳区青峰社区

青岛市胶州市玉皇庙村

宁波市江北区毛岙村

宁波市余姚市大山村

厦门市翔安区马塘村

厦门市同安区白交祠村

新疆兵团第四师71团7连

新疆兵团第四师73团8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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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

农办市〔2018〕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为更好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工作，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有关精神，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要求，经“菜篮子”食品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研究，现将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农市发〔2017〕1号）部分内容进行调整，补充通知如下。

第十八条考核内容调整为：“第十八条‘菜篮子’工程管理体系建设（４分）。本市建立由政府牵头负

责，相关部门具体承担‘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工作机制，并明确专人落实各项工作，得4分；未建立工作机

制的扣2分；未明确专人落实各项工作的扣2分”。

首次考核即按补充通知执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9月19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兽用疫苗生产企业
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评定标准》的通知

农办牧〔2018〕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加强兽用疫苗生产环节生物安全管理，规范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依据

《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农业部公告第2573号），我部组织制定了《兽用疫苗生产

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评定标准》（以下简称《评定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工作。检查

验收专家在我部兽药GMP检查员库（兽用生物制品组）中选取。必要时，可邀请生物安全等相关专业领域

的专家参加检查验收工作。

二、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和兽药GMP检查验收可同时开展，也可通过兽药

GMP检查验收后再开展，其检查验收程序参照兽药GMP检查验收程序执行。

三、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和兽药GMP检查验收结果评定，应分别按照相应

标准进行评定，但不累加计算和评定，分别出具项目缺陷表和现场检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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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照我部规定需要通过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的生产线，未通过该项检

查验收的，不得纳入企业《兽药GMP证书》《兽药生产许可证》的生产范围。有关规定实施前已纳入生产

范围的生产线，如至有关规定截止日期仍未通过该项检查验收，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取消企业《兽

药GMP证书》《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中的相应生产线。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26日

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评定标准

一、适用范围

根据《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

标准》（以下简称防护标准）制定本验收评定标

准。适用于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农业农村

部规定的疫苗生产检验过程中涉及活病原微生物

操作的生产车间、检验用动物房、质检室，污水处

理、活毒废水处理设施以及防护措施等。生产该

类疫苗生产车间同时须符合兽药GMP要求。

二、评定项目

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

收评定标准共9个章节113个项目，其中关键项目39

项（条款号前加“*”），一般项目74项。检查项目分

布（关键项/检查项）：车间布局与护围结构4/16；通

风空调系统9/17；供水与供气系统0/8；污水处理及

消毒灭菌系统6/15；电力供应与照明系统3/5；自控、

监视与报警及防护区通讯系统6/17；检验用动物房

10/23；人员、验证及文件管理0/11；质检室1/1。

具体内容见《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

级防护检查验收评定项目表》（附件）。

三、评定方式

（一）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

标准检查验收应对所列项目及涵盖内容进行全面

检查，并逐项作出评定。

（二）评定结果分为“N”“Ȳ ”和“Y”3档。

凡某项目得分在75分以上的，判定为符合要求，

评定结果标为“Y”；凡某项目得分在50~75分之间

的，判定为基本符合要求，评定结果标为“Ȳ ”；

凡某项目得分在50分以下的，判定为不符合要求，

评定结果标为“N”。汇总评定结果时,关键项目的

“Ȳ ”不折合“N”。一般项目的3个“Ȳ ”相当于

1个“N”，不足3个“Ȳ ”的折合为1个“N”。   

四、评定结果

通过分别计算关键项目不符合项数、关键项

目基本符合项数和一般项目不符合率（一般项目

不符合率=一般项目不符合数/涉及一般项目条款

数×100%）作出最终评定结论，并在验收报告中

用文字说明。结论评定如下：

关键项目未发现不符合要求且基本符合要求

≤2项，一般项目不符合率≤10%的，通过防护标

准检查验收，作出“推荐”结论。否则，不通过防

护标准检查验收，作出“不推荐”结论。            

附件：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

检查验收评定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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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兽用疫苗生产企业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检查验收评定项目表

序号 章节 条款内容 评分结果

*001

车间布
局与围
护结构

生产车间应明确区分辅助工作区、防护区和一般工作区，应在建筑物中设置为相对独立区域或为独立建筑物。 　

002 应对人员、物品进出生产车间进行严格控制。 　

003 辅助工作区应至少包括监控室、洗涤间、清洁物品暂存间。 　

004 一般工作区应包括抗原灭活后的操作工作间和接毒前的健康细胞培养间或鸡胚前孵化间等。 　

005 防护区应至少包括防护服更换间、淋浴间、缓冲间及核心工作区、活毒废水处理间。 　

006 防护区出口处应设置强制淋浴间，人员进出路径应分别设置。 　

007 防护区的功能间设置应满足工艺要求。 　

*008 应将生产车间防护区内气压控制为绝对负压。 　

*009
防护区内核心工作区中涉及活毒操作的工作间的气压（负压）与室外大气压的压差值应不小于40Pa，与相邻洁净
走廊（或缓冲间）的压差（负压）应不小于15Pa。

　

010
防护区内设置“负压陷阱”时，该“负压陷阱”房间压力梯度设置与相邻相通房间的最小压差绝对值不应小于
10Pa。

　

011 车间（生产单元）洁净区最外围与非洁净区相通的辅助工作间应设置为正压，以保护车间内的洁净级别。 　

012
如果安装传递窗，传递窗两门应互锁，其承压能力及密闭性应符合所在区域的要求，并具备对传递窗内物品进行
消毒灭菌的条件。必要时，应设置具备送排风或自净化功能的传递窗，排风应经高效过滤器过滤后排出。

　

013
围护结构（包括墙体）应符合国家对该类建筑的抗震要求和防火要求。防火要求参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
规范》（GB 50346）执行。

　

014 防护区的围护结构应能承受送风机或排风机异常时导致的空气压力载荷。 　

*015
防护区内围护结构的所有缝隙和贯穿处的接缝都应可靠密封。在通风空调系统正常运行状态下，采用烟雾测试
等目视方法检查其围护结构的严密性时，所有缝隙应无可见泄漏。

　

016 生产车间核心工作区内所有的门应可自动关闭，需要时，应设观察窗。 　

*017

通风空
调系统

防护区应安装独立的送排风系统。 　

*018
防护区应安装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应确保在生产区域运行时气流由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流动，同时确保防护区
空气只能通过双高效过滤器过滤后经专用的排风管道排出。

　

019 防护区工作间内送风口和排风口的布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的原则。 　

020 送排风应不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功能。 　

*021 涉及人畜共患病病原微生物操作的，防护区空气不应循环利用，应设置为全新风空调系统。 　

*022
不涉及人畜共患病病原微生物操作的，防护区空气不宜循环利用，如需循环利用应仅在本区域内循环，回风必须
经高效过滤器过滤。

　

023 生产车间防护区的送风应经过高效过滤器过滤。 　

*024 高效过滤器性能应定期检测。防护区应能对所有排风高效空气过滤器进行原位消毒灭菌和检漏。 　

025 应按产品的设计要求安装生物安全柜及其排风管道。 　

026 生产车间的外部排风口应设置在主导风的下风向（相对于新风口）。 　

027
生产车间的外部排风口与新风口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12 m，应至少高出本生产车间所在建筑的顶部2m，应有防
风、防雨、防鼠、防虫设计，但不应影响气体向上空排放。

　

028
高效过滤器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送风管道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内的送风口端和排风管道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内
的排风口端。

　

*029
如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外使用高效过滤排风装置，其结构应牢固，应能承受 2500 Pa的压力；高效过滤排风装置的
整体密封性应达到在关闭所有通路并维持腔室内温度在设计范围上限的条件下，若使空气压力维持在 1000 Pa
时，腔室内每分钟泄漏的空气量应不超过腔室净容积的0.1% 。

　

*030
如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外使用高效排风过滤空调箱，其结构应达到 GB-50346 对空调机组严密性要求，即在箱体
内保持1000Pa的静压值时，箱体漏风率不应大于2% 。

　

*031
生物型密闭阀的设置应与消毒方式匹配，采用系统消毒时应在生产车间防护区送风（或新风）和排风总管道的关
键节点安装，采用房间密闭消毒时应在防护区房间送风和排风管道的关键节点安装。

　

032
生物型密闭阀与生产车间防护区相通的送风管道和排风管道应牢固、易消毒灭菌、耐腐蚀、抗老化，宜使用不锈
钢管道；管道的密封性应达到在关闭所有通路并维持管道内的温度在设计范围上限的条件下，若使空气压力维
持在500 Pa时，管道内每分钟泄漏的空气量应不超过管道内净容积的0.2%。

　

*033 防护区应有备用排风机。排风机后排风管道不应穿过其他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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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条款内容 评分结果

034

供水与
供气系

统

防护区的给水管道应采取设置倒流防止器或其他有效的防止回流污染装置。 　

035 防护区给水管道上的倒流防止器或其他有效的防止回流污染装置应设置在辅助工作区。 　

036 进出防护区的液体和气体管道系统应牢固、不渗漏、防锈、耐压、耐温（冷或热）、耐腐蚀。 　

037 应有足够的空间对防护区内暴露的各种管道进行清洁、维护和维修。 　

038 应在液体或气体管道关键节点安装截止阀、防回流装置或高效过滤器等。 　

039
如果有供气（液）罐等，应放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外易更换和维护的位置，安装牢固，不应将不相容的气体或液体
放在一起。

　

040 输送有生物危害的管道不应在非防护区暴露，且易损件应安装在防护区。 　

041 防护区内如果有真空装置，应有防止真空装置的内部被污染的措施。 　

*042

污物处
理及灭
菌系统

应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和辅助区之间设置双扉高压灭菌器。 　

*043 设置的双扉高压灭菌器应为生物安全型或有专门的排水、排气生物安全处理措施。 　

044
设置的双扉高压灭菌器主体应安装在易维护的位置，与围护结构的连接之处应可靠密封，满足烟雾法测试要
求。

　

045 应对设置的高压灭菌器灭菌效果进行监测，并达到相关要求。 　

046 高压灭菌器的安装位置不应影响生物安全柜等安全隔离装置的气流。 　

*047 防护区内淋浴间的地面液体收集系统应有防液体回流的装置。 　

*048 防护区内如果有下水系统，应与建筑物的非生物安全区域下水系统完全隔离。 　

*049 防护区内的下水应直接通向本生产车间的活毒废水处理系统。 　

050
所有下水管道应有足够的倾斜度和排量，确保管道内不存水；管道的关键节点应按需要安装防回流装置、存水弯
（深度应适用于空气压差的变化）或密闭阀门等；下水系统应符合相应的耐压、耐热、耐化学腐蚀的要求，安装牢
固，无泄漏，便于维护、清洁和检查。

　

051 防护区活毒废水处理系统应与生产规模匹配，并设有备用处理装置。 　

052 活毒废水处理系统应设置在密闭区域且与室外大气压的压差值（负压）应不小于20Pa。 　

*053 活毒废水处理区域应设置人流、物流通道及淋浴间，其排风应设可进行原位消毒灭菌和检漏的高效过滤器。 　

054 应定期对活毒废水处理系统消毒灭菌效果进行监测，并确保达到安全要求。 　

055 应具备对生产车间防护区设备和安全隔离装置（包括与其直接相通的管道）进行消毒灭菌的条件。 　

056 应在生产车间防护区内的关键部位配备便携的局部消毒灭菌装置，并备有足够的适用消毒灭菌剂。 　

*057

电力供
应及照
明系统

电力供应应满足生产车间的所有用电要求，并应有不低于20%冗余。 　

058
除车间内部设备的电控设备之外，车间区域的专用配电箱应设置在辅助区域的安全位置，便于维护人员检修维
护。

　

*059 生物安全柜、送风机和排风机、照明、自控系统、监视和报警系统等应配备双路供电和 UPS，保证电力供应。 　

*060 生物安全柜、送风机和排风机、自控系统、监视和报警系统的 UPS电力供应应至少维持30min。 　

061 车间照明应设置不少于30min的应急照明系统。 　

062

自控、监
视与报
警及防
护区通
讯系统

进入生产车间防护区的门及监控室的门应有门禁系统。

063
互锁门出防护区方向应设置便于紧急手动解除互锁的按钮，应急需要时，应可立即解除互锁系统，以保证生产车
间应急出口安全畅通。

*064 启动生产车间通风系统时，应先启动防护区排风，后启动送风；关停时，应先关闭送风，后关排风。

*065 当排风系统出现故障时，应有机制避免防护区出现正压和影响定向气流。

*066
当送风系统出现故障时，应有应急措施避免防护区内的负压影响生产车间人员的安全、影响生物安全柜等安全
隔离装置的正常功能和围护结构的完整性。

*067
应通过对可能造成防护区压力波动的设备和装置实行连锁控制等措施，保证不同工况（系统开启、关闭、运行、
备用排风机切换、备用电源切换、房间局部排风设备启闭等）时，防护区均处于绝对负压状态。

*068 应对有负压控制要求的房间压力进行实时监控。

069 应在有负压控制要求的工作间入口的显著位置安装显示房间负压状况的装置和压力控制区间提示。

070 应在防护区各系统主要风口处设装置连续监测送排风系统高效过滤器的阻力。

*071
中央控制系统应可以实时监控、记录和存储生产车间防护区内有控制要求的参数、关键设施设备的运行状态；应
能监控、记录和存储故障的现象、发生时间和持续时间；应可以随时查看历史记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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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条款内容 评分结果

072

自控、监
视与报
警及防
护区通
讯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的信号采集间隔时间应不超过1min，各参数应易于区分和识别。

073 中央控制系统应能对所有故障和控制指标进行报警，报警应区分一般报警和紧急报警。

074 紧急报警应为声光同时报警，应可以向生产车间内外人员同时发出紧急警报。 　

075
应在生产车间防护区的关键部位设置监视器，需要时，可实时监视并录制生产车间活动情况和生产车间周围情
况。监视设备应有足够的分辨率，影像存储介质应有足够的数据存储容量。有关数据应保存至产品有效期后一
年。

　

076 防护区内应设置向外部传输资料和数据的传真机或其他电子设备。 　

077 监控室和生产车间内应安装语音通讯系统。 　

078 通讯系统的复杂性应与生产车间防护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 　

079

检验用
动物房

检验用动物房效检攻毒区的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准一般情况下应高于本标准中生产区域的防护标准。适用时，
至少应与生产车间的要求一致。

　

*080 检验用动物房应为独立建筑物，应明确区分安检区、效检免疫区和效检攻毒区，应有严格出入控制。 　

*081
效检攻毒区应至少包括淋浴间、防护服更换间、缓冲间及攻毒动物饲养间、解剖间、污物处理间和活毒废水处理
间。

　

*082 效检攻毒区淋浴间应设强制淋浴装置。 　

083 应在效检攻毒区出入口处设置缓冲间。 　

084 效检攻毒区动物饲养间和解剖间应有缓冲间，缓冲间应为气锁。 　

085 当不能有效利用安全隔离装置饲养动物时，应根据进一步的风险评估确定动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要求。 　

086 效检攻毒区动物饲养间应设置气密门且能够自动关闭，需要时，可以锁闭。 　

087 效检攻毒区动物饲养间内应配备便携式局部消毒灭菌装置，并应备有足够的适用消毒灭菌剂。 　

*088
当能有效利用安全隔离装置饲养动物时，效检攻毒区动物饲养间的室内气压与室外大气压（负压）的绝对压差值
应不小于60Pa，与相邻区域的压差（负压）应不小于15Pa。

　

*089
当不能有效利用安全隔离装置饲养动物时，效检攻毒区动物饲养间的室内气压与室外大气压（负压）的绝对压差
值应不小于80Pa，与相邻区域的压差（负压）应不小于25Pa。

　

*090 效检攻毒区空气不应循环利用，排风必须经双高效过滤器过滤。 　

*091
应定期在原位对高效过滤器进行检漏，确保高效过滤器性能。检漏前或更换前应先对高效过滤器进行消毒，消
毒方式应经有效验证，以确保生物安全。

　

092
适用时，应在安全隔离装置内从事可能产生有害气溶胶的活动，安全隔离装置应符合《实验室设备生物安全性
能评价技术规范》（RB/T 199）要求。

　

*093
效检攻毒区内的活毒废水处理系统应设置在独立的密闭区域，排风应设高效过滤器。排风高效过滤器应可进行
原位消毒灭菌和检漏。

　

094 效检攻毒区内的活毒废水处理系统应与饲养规模相匹配，并设有备用活毒废水处理罐。 　

095 活毒废水监测应按照有关规定，并结合生产实际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监测制度。 　

096 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处理效检攻毒区内淋浴间的污水，并应对灭菌效果进行监测，以确保达到排放要求。 　

*097 应有严格限制进入效检攻毒区的门禁措施（如：个人密码和生物学识别技术等）。 　

098 效检攻毒区内应安装监视设备和通讯设备。 　

099
应对效检攻毒区有负压控制要求的房间或区域入口，安装显示房间负压状况的压力显示装置和压力控制区间提
示。

　

100
效检攻毒区如果安装传递窗，其结构承压力及密闭性应符合所在区域的要求，并具备对传递窗内物品进行消毒灭
菌的条件。必要时，应设置具备送排风或自净化功能的传递窗，排风应经高效过滤器过滤后排出。

　

*101
当不能有效利用安全隔离装置饲养动物时，效检攻毒区动物饲养间及其缓冲间、解剖间的气密性应达到在关闭
受测房间所有通路并维持房间内的温度在设计范围上限的条件下，若使空气压力维持在 250Pa时，房间内每小时
泄漏的空气量应不超过受测房间净容积的10%。

　

102

人员、验
证及文
件管理

企业应建立生物安全管理机构，明确该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

103 生物安全负责人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车间或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经验。

104 应对进入防护区和效检攻毒区的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

105 应对灭菌设备的灭菌效果系统进行验证，验证方案应科学合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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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条款内容 评分结果

106

人员、验
证及文
件管理

应对护围结构的严密性进行验证，验证方案应科学合理。 　

107
应对关键防护设施指标进行验证，验证方案应科学合理。关键防护设施至少应包括高效过滤单元、袋进袋出、
生物安全柜、隔离器等。

　

108
应对工况转换（系统开启、关闭、运行、备用排风机切换、备用电源切换、房间局部排风设备启闭等）时，车间防护
区和效检攻毒区处于绝对负压状态进行验证，验证方案应科学合理。

　

109 应对压力报警系统进行验证，验证方案应科学合理。 　

110 应有完善的涉及车间防护区和效检攻毒区生物安全关键因素的日常监测数据记录。 　

111
应有完善的涉及车间防护区和效检攻毒区生物安全关键防护设备（包括生物安全柜、高效过滤排风装置、生物型
密闭阀、气密门、生物安全型高压灭菌器等）的运行维护管理及数据监测记录。

　

112 应有证明车间设备设施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检测报告。检测机构的能力和资质要求应符合生物安全相关规定。 　

*113 质检室
涉及活病毒微生物操作的质检室有关区域，应达到《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中BSL-3实验室相
关要求。

　

备注：对评定项目表中113条款进行评定时，打分参照《实验室生物安全评审核查表（三级实验室）》

中6.3相关条款（详见附录）进行。

附录

实验室生物安全评审核查表（三级实验室）

本部分基于GB19489：2008《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条款号相同。

条　款 评　审　内　容
评审
结果

评审
说明

6.3　BSL-3实验室

6.3.1　平面布局

6.3.1.1 实验室应明确区分辅助工作区和防护区，应在建筑物中自成隔离区或为独立建筑物，应有出入控制。

6.3.1.2 防护区中直接从事高风险操作的工作间为核心工作间，人员应通过缓冲间进入核心工作间。

6.3.1.3
适用于4.4.1的实验室辅助工作区应至少包括监控室和清洁衣物更换间；防护区应至少包括缓冲间（可兼作脱防护服
间）及核心工作间。

6.3.1.4
适用于4.4.2的实验室辅助工作区应至少包括监控室、清洁衣物更换间和淋浴间；防护区应至少包括防护服更换间、缓
冲间及核心工作间。

6.3.1.5 适用于4.4.2的实验室核心工作间不宜直接与其他公共区域相邻。

6.3.1.6
如果安装传递窗，其结构承压力及密闭性应符合所在区域的要求，并具备对传递窗内物品进行消毒灭菌的条件。必要
时，应设置具备送排风或自净化功能的传递窗，排风应经HEPA过滤器过滤后排出。

6.3.2　围护结构

6.3.2.1 围护结构（包括墙体）应符合国家对该类建筑的抗震要求和防火要求。

6.3.2.2 天花板、地板、墙间的交角应易清洁和消毒灭菌。

6.3.2.3 实验室防护区内围护结构的所有缝隙和贯穿处的接缝都应可靠密封。

6.3.2.4 实验室防护区内围护结构的内表面应光滑、耐腐蚀、防水，以易于清洁和消毒灭菌。

6.3.2.5 实验室防护区内的地面应防渗漏、完整、光洁、防滑、耐腐蚀、不起尘。

6.3.2.6 实验室内所有的门应可自动关闭，需要时，应设观察窗；门的开启方向不应妨碍逃生。

6.3.2.7 实验室内所有窗户应为密闭窗，玻璃应耐撞击、防破碎。

6.3.2.8 实验室及设备间的高度应满足设备的安装要求，应有维修和清洁空间。

6.3.2.9
在通风空调系统正常运行状态下，采用烟雾测试等目视方法检查实验室防护区内围护结构的严密性时，所有缝隙应无
可见泄漏（参见附录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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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评　审　内　容
评审
结果

评审
说明

6.3.3　通风空调系统

6.3.3.1
应安装独立的实验室送排风系统，应确保在实验室运行时气流由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流动，同时确保实验室空气只能
通过HEPA过滤器过滤后经专用的排风管道排出。

6.3.3.2
实验室防护区房间内送风口和排风口的布置应符合定向气流的原则，利于减少房间内的涡流和气流死角；送排风应不
影响其他设备（如：II级生物安全柜）的正常功能。

6.3.3.3 不得循环使用实验室防护区排出的空气。

6.3.3.4 应按产品的设计要求安装生物安全柜和其排风管道，可以将生物安全柜排出的空气排入实验室的排风管道系统。

6.3.3.5 实验室的送风应经过HEPA过滤器过滤，宜同时安装初效和中效过滤器。

6.3.3.6
实验室的外部排风口应设置在主导风的下风向（相对于送风口），与送风口的直线距离应大于12 m，应至少高出本实验
室所在建筑的顶部2 m，应有防风、防雨、防鼠、防虫设计，但不应影响气体向上空排放。

6.3.3.7 HEPA过滤器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送风管道在实验室内的送风口端和排风管道在实验室内的排风口端。

6.3.3.8 应可以在原位对排风HEPA过滤器进行消毒灭菌和检漏（参见附录A）。

6.3.3.9
如在实验室防护区外使用高效过滤器单元，其结构应牢固，应能承受2500 Pa的压力；高效过滤器单元的整体密封性
应达到在关闭所有通路并维持腔室内的温度在设计范围上限的条件下，若使空气压力维持在1000 Pa时，腔室内每分
钟泄漏的空气量应不超过腔室净容积的0.1%。

6.3.3.10
应在实验室防护区送风和排风管道的关键节点安装生物型密闭阀，必要时，可完全关闭。应在实验室送风和排风总管
道的关键节点安装生物型密闭阀，必要时，可完全关闭。

6.3.3.11
生物型密闭阀与实验室防护区相通的送风管道和排风管道应牢固、易消毒灭菌、耐腐蚀、抗老化，宜使用不锈钢管道；
管道的密封性应达到在关闭所有通路并维持管道内的温度在设计范围上限的条件下，若使空气压力维持在500 Pa时，
管道内每分钟泄漏的空气量应不超过管道内净容积的0.2%。

6.3.3.12 应有备用排风机。应尽可能减少排风机后排风管道正压段的长度，该段管道不应穿过其他房间。

6.3.3.13 不应在实验室防护区内安装分体空调。

6.3.4　供水与供气系统

6.3.4.1
应在实验室防护区内的实验间的靠近出口处设置非手动洗手设施；如果实验室不具备供水条件，则应设非手动手消毒
灭菌装置。

6.3.4.2 应在实验室的给水与市政给水系统之间设防回流装置。

6.3.4.3
进出实验室的液体和气体管道系统应牢固、不渗漏、防锈、耐压、耐温（冷或热）、耐腐蚀。应有足够的空间清洁、维护
和维修实验室内暴露的管道，应在关键节点安装截止阀、防回流装置或HEPA过滤器等。

6.3.4.4
如果有供气（液）罐等，应放在实验室防护区外易更换和维护的位置，安装牢固，不应将不相容的气体或液体放在一
起。

6.3.4.5 如果有真空装置，应有防止真空装置的内部被污染的措施；不应将真空装置安装在实验场所之外。

6.3.5　污物处理及消毒灭菌系统

6.3.5.1
应在实验室防护区内设置生物安全型高压蒸汽灭菌器。宜安装专用的双扉高压灭菌器，其主体应安装在易维护的位
置，与围护结构的连接之处应可靠密封。

6.3.5.2 对实验室防护区内不能高压灭菌的物品应有其他消毒灭菌措施。

6.3.5.3 高压蒸汽灭菌器的安装位置不应影响生物安全柜等安全隔离装置的气流。

6.3.5.4 如果设置传递物品的渡槽，应使用强度符合要求的耐腐蚀性材料，并方便更换消毒灭菌液。

6.3.5.5 淋浴间或缓冲间的地面液体收集系统应有防液体回流的装置。

6.3.5.6 实验室防护区内如果有下水系统，应与建筑物的下水系统完全隔离；下水应直接通向本实验室专用的消毒灭菌系统。

6.3.5.7
所有下水管道应有足够的倾斜度和排量，确保管道内不存水；管道的关键节点应按需要安装防回流装置、存水弯（深度
应适用于空气压差的变化）或密闭阀门等；下水系统应符合相应的耐压、耐热、耐化学腐蚀的要求，安装牢固，无泄漏，
便于维护、清洁和检查。

6.3.5.8 应使用可靠的方式处理处置污水（包括污物），并应对消毒灭菌效果进行监测，以确保达到排放要求。

6.3.5.9 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适当处理实验室辅助区的污水，并应监测，以确保排放到市政管网之前达到排放要求。

6.3.5.10 可以在实验室内安装紫外线消毒灯或其他适用的消毒灭菌装置。

6.3.5.11 应具备对实验室防护区及与其直接相通的管道进行消毒灭菌的条件。

6.3.5.12 应具备对实验室设备和安全隔离装置（包括与其直接相通的管道）进行消毒灭菌的条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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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评　审　内　容
评审
结果

评审
说明

6.3.5.13 应在实验室防护区内的关键部位配备便携的局部消毒灭菌装置（如：消毒喷雾器等），并备有足够的适用消毒灭菌剂。

6.3.6　电力供应系统

6.3.6.1 电力供应应满足实验室的所有用电要求，并应有冗余。

6.3.6.2
生物安全柜、送风机和排风机、照明、自控系统、监视和报警系统等应配备不间断备用电源，电力供应应至少维持 
30 min。

6.3.6.3 应在安全的位置设置专用配电箱。

6.3.7　照明系统

6.3.7.1 实验室核心工作间的照度应不低于350 lx，其他区域的照度应不低于200 lx，宜采用吸顶式防水洁净照明灯。

6.3.7.2 应避免过强的光线和光反射。

6.3.7.3 应设不少于30min的应急照明系统。

6.3.8　自控、监视与报警系统

6.3.8.1 进入实验室的门应有门禁系统，应保证只有获得授权的人员才能进入实验室。

6.3.8.2 需要时，应可立即解除实验室门的互锁；应在互锁门的附近设置紧急手动解除互锁开关。

6.3.8.3
核心工作间的缓冲间的入口处应有指示核心工作间工作状态的装置（如：文字显示或指示灯），必要时，应同时设置限
制进入核心工作间的连锁机制。

6.3.8.4
启动实验室通风系统时，应先启动实验室排风，后启动实验室送风；关停时，应先关闭生物安全柜等安全隔离装置和
排风支管密闭阀，再关实验室送风及密闭阀，后关实验室排风及密闭阀。

6.3.8.5 当排风系统出现故障时，应有机制避免实验室出现正压和影响定向气流。

6.3.8.6
当送风系统出现故障时，应有机制避免实验室内的负压影响实验室人员的安全、影响生物安全柜等安全隔离装置的正
常功能和围护结构的完整性。

6.3.8.7
应通过对可能造成实验室压力波动的设备和装置实行连锁控制等措施，确保生物安全柜、负压排风柜（罩）等局部排
风设备与实验室送排风系统之间的压力关系和必要的稳定性，并应在启动、运行和关停过程中保持有序的压力梯度。

6.3.8.8 应设装置连续监测送排风系统HEPA过滤器的阻力，需要时，及时更换HEPA过滤器。

6.3.8.9 应在有负压控制要求的房间入口的显著位置，安装显示房间负压状况的压力显示装置和控制区间提示。

6.3.8.10
中央控制系统应可以实时监控、记录和存储实验室防护区内有控制要求的参数、关键设施设备的运行状态；应能监
控、记录和存储故障的现象、发生时间和持续时间；应可以随时查看历史记录。

6.3.8.11 中央控制系统的信号采集间隔时间应不超过1min，各参数应易于区分和识别。

6.3.8.12 中央控制系统应能对所有故障和控制指标进行报警，报警应区分一般报警和紧急报警。

6.3.8.13
紧急报警应为声光同时报警，应可以向实验室内外人员同时发出紧急警报；应在实验室核心工作间内设置紧急报警按
钮。

6.3.8.14
应在实验室的关键部位设置监视器，需要时，可实时监视并录制实验室活动情况和实验室周围情况。监视设备应有足
够的分辨率，影像存储介质应有足够的数据存储容量。

6.3.9　实验室通讯系统

6.3.9.1 实验室防护区内应设置向外部传输资料和数据的传真机或其他电子设备。

6.3.9.2 监控室和实验室内应安装语音通讯系统。如果安装对讲系统，宜采用向内通话受控、向外通话非受控的选择性通话方式。

6.3.9.3 通讯系统的复杂性应与实验室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

6.3.10　参数要求

6.3.10.1 实验室的围护结构应能承受送风机或排风机异常时导致的空气压力载荷。

6.3.10.2
适用于4.4.1的实验室核心工作间的气压（负压）与室外大气压的压差值应不小于30Pa，与相邻区域的压差（负压）应不
小于10Pa；适用于4.4.2的实验室的核心工作间的气压（负压）与室外大气压的压差值应不小于40Pa，与相邻区域的压差
（负压）应不小于15Pa。

6.3.10.3 实验室防护区各房间的最小换气次数应不小于12次/h

6.3.10.4 实验室的温度宜控制在18℃～26℃范围内。

6.3.10.5
正常情况下，实验室的相对湿度宜控制在30%～70%范围内；消毒状态下，实验室的相对湿度应能满足消毒灭菌的技术
要求。

6.3.10.6 在安全柜开启情况下，核心工作间的噪声应不大于68dB(A）。

6.3.10.7 实验室防护区的静态洁净度应不低于8级水平。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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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实验室围护结构严密性检测和排风HEPA过滤器检漏方法指南

1  引言

本附录旨在为评价实验室围护结构的严密性

和对排风HEPA过滤器检漏提供参考。

2  围护结构严密性检测方法

2.1  烟雾检测法

2.1.1   在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正常运行的条

件下，在需要检测位置的附近，通过人工烟源(如

发烟管、水雾振荡器等)造成可视化流场，根据烟

雾流动的方向判断所检测位置的严密程度。

2.1.2   检测时避免检测位置附近有其他干扰

气流物或障碍物。

2.1.3   采用冷烟源，发烟量适当，宜使用专用

的发烟管。

2.1.4  检测的位置包括围护结构的接缝、门窗

缝隙、插座、所有穿墙设备与墙的连接处等。

2.2   恒定压力下空气泄漏率检测法2.2.1检测

过程

a）将受测房间的温度控制在设计温度范围

内，并保持稳定；

b)在房间内的中央位置设置1个温度计（最

小示值0.1℃），以记录测试过程中室内温度的变

化；

c）关闭并固定好房间围护结构所有的门、传

递窗、阀门和气密阀等；

d）通过穿越围护结构的插管安装压力计（量

程可达到500Pa，最小示值10Pa）；

e）在真空泵或排风机和房间之间的管道上安

装1个调节阀，通过调节真空泵或排风机的流量

使房间相对房间外环境产生并维持250Pa的负压

差；测试持续的时间宜不超过10min，以避免压力

变化及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

f）记录真空泵或排风机的流量，按公式（1）

计算房间围护结构的小时空气泄漏率：

Tf = Q/(V1-V2)

式中：

Tf——为房间围护结构的小时空气泄漏率；

Q——真空泵或风机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

每小时（m3/h）；

V1——房间内的空间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m3)；

V2——房间内物品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

（m3）。

2.2.2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a）检测条件

—— 检测设备；

—— 检测方法；

—— 受测房间压力和温度的动态变化；

—— 房间内的空间体积及室内物品的体积；

—— 房间内的负压差及测试持续的时间；

—— 检测点的时间；

—— 真空泵或排风机的流量。

b）检测结果

—— 受测房间小时空气泄漏率的计算结

果；

—— 受测房间围护结构的严密性评价。

2.3  压力衰减检测法

2.3.1  检测过程

a）将受测房间的温度控制在设计温度范围

内，并保持稳定；

b)在房间内的中央位置设置1个温度计（最

小示值0.1℃），以记录测试过程中室内温度的变

化；

c）关闭并固定好房间围护结构所有的门、传

递窗、阀门和气密阀等；

d）通过穿越围护结构的插管安装压力计（量

程可达到750Pa，最小示值10Pa）；

e）在真空泵或排风机和房间之间的管道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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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1个球阀，以便在达到实验压力后能保证真空泵

或排风机与受测房间密封；

f）将受测试房间与真空泵或排风机连接，使

房间与室外达到500Pa的负压差。压差稳定后关

闭房间与真空泵或排风机之间的阀门；

g）每分钟记录1次压差和温度，连续记录至

少20min；

h）断开真空泵或鼓风机，慢慢打开球阀，使

房间压力恢复到正常状态；

i）如果需要进行重复测试，20min后进行。

2.3.2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a）检测条件

—— 检测设备；

—— 检测方法；

—— 受测房间压力和温度的动态变化；

—— 检测持续的时间；

—— 检测点的时间。

b）检测结果

—— 受测房间20min的压力衰减率；

—— 受测房间围护结构严密性的评价。

3  排风HEPA过滤器的扫描检漏方法

3.1  检测条件

在实验室排风HEPA过滤器的排风量在最大

运行风量下，待实验室压力 、温度、湿度和洁净度

稳定后开始检测。

3.2  检测用气溶胶

检测用气溶胶的中径通常为0.3mm，所发生

气溶胶的浓度和粒径要分布均匀和稳定。可采用

癸二酸二异辛酯[ Di(2-ethylhexyl)sebacate,DEHS]、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ioctyl phthalate，DOP）或聚

α烯烃(Polyaphaolefin，PAO)等物质用于发生气溶

胶，应优先选用对人和环境无害的物质。

3.3  检测方法

图1为扫描检漏法检测示意图。

3.3.1  检测过程

a）测量过滤器的通风量，取4次测量的均

值；

b）测量过滤器两侧的压差，压力测量的断面

要位于流速均匀的区域；

c）测量上游气溶胶的浓度，将气溶胶注入

被测过滤器的上游管道并保持浓度稳定，采样4

次，每次读数与4次读数平均值的差别控制在15％

内；

d）扫描排风HEPA过滤器，采样头距被测过

滤器的表面2cm～3cm，扫描的速度不超过5cm/s，

扫描范围包括过滤器的所有表面及过滤器与装置

的连接处，为了获得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需要

在下游记录到足够多的粒子。

3.4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a）检测条件

—— 检测设备；

—— 检测方法；

—— 示踪粒子的中径；

—— 温度和相对湿度；

—— 被测过滤器通风量。

b）检测结果

—— 过滤器两侧的压差；

—— 过滤器的平均过滤效率和最低过滤效

率；

—— 如果有明显的漏点，标出漏点的位置。

图1    扫描检漏法检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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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评价及 

复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农办渔〔2018〕68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厅（局）：

为加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监管，规范和引导示范区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示范区典型示范和

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通知》（农渔发〔2015〕18号）、《农业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农渔发〔2017〕59号）等有关

文件要求，我部研究制定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评价及复查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存在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联系人：吴珊珊；

    联系电话：010-59191934；

    电子邮箱：zihuanchu@126.com。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18日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评价及复查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加强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监管，规范和引

导示范区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示范区典型示

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通知》《农业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管理工作规范（试

行）〉》等有关相关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示范区的

年度评价及复查工作。

第三条 职能分工 农业农村部主管示范区

工作，组织开展示范区年度评价及复查工作。沿

海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以下简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示

范区年度评价工作，并组织开展示范区资源养护

效果评价工作。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对辖

区内示范区年度工作报告进行审核，并组织开展

示范区年度监测工作。

第四条 工作原则 示范区年度评价及复查

工作坚持客观公平、科学合理、系统综合、公开透

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时间安排 年度评价和年度监测工

作从示范区正式公布后的第3年开始开展，以后每

年开展一次。复查和资源养护效果评价工作从示

范区正式公布后的第5年开始开展，以后每5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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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次。如示范区当年需要开展资源养护效果评

价工作的，当年不必再开展年度监测工作。

第二章  年度评价

第六条 评价内容 年度评价内容包括指标

评价和工作评价。指标评价主要是对生态和社会

效益等方面的量化指标实现情况进行评价，工作

评价主要对海洋牧场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等方面

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价。（评价指标体系见

附件1。）

第七条 评价等级划分 年度评价采用评

分法，满分为100分，评价结果划分为好、较好、一

般、差4个等级。评价得分90分以上为好，75～89

分为较好，60～74分为一般，60分以下为差。

第八条 总体程序 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每

年委托有关单位开展年度监测，并自行撰写年度

工作报告（报告模板见附件2），经县级以上渔业

主管部门审核后上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省级渔

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示范区年度评价，并将评价

结果报送农业农村部，由农业农村部予以公示和

通报。

第九条 评价方法 示范区年度评价应根据

年度工作报告及相关材料，在参考示范区年度监

测和可视化、智能化、信息化监测系统监测情况

的基础上，对照年度评价内容，采用书面评价与

现场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示范区的建设和运行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第十条 信息化建设 示范区应按照相关技

术规范建设可视化、智能化、信息化监测系统（建

设技术指南见附件3），开展海洋牧场资源养护和

环境修复等生态效果的在线观测。农业农村部建

立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示

范区年度评价网上办理，并接入各示范区可视化、

智能化、信息化监测系统，对示范区的运行情况

进行跟踪监测。

第十一条 年度监测 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

应于每年10月底前开展一次年度监测，对海洋牧

场有关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进行科学调查，并形

成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监测技术报告（年度监测

方法和技术报告撰写要求见附件4）。具体监测工

作应委托具有海洋牧场研究工作基础的技术依

托单位开展。

第十二条 年度报告提交 示范区管理维护

单位在总结梳理本年度海洋牧场建设维护和运

行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参考示范区年度监测结果

和日常监测情况，自行撰写年度工作报告，并于每

年11月底前将年度工作报告相关材料（见附件5）

报送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县级以上渔业主管

部门审核后于每年12月底前报送省级渔业主管部

门。

第十三条 组织评价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

于次年2月底前组织专家组根据本办法第九条规

定对示范区年度工作进行打分。专家组由5名以上

专家组成，其中3名专家从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

询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第十四条 现场评价 对年度报告内容及相

关材料严重缺失或存在疑问，以及其他方面不符

合要求的示范区，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工作

组开展现场考评并打分。现场评价工作组要求5人

以上，由渔业主管部门和专家组成，其中3名专家

从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第十五条 通报程序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

于次年3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示范区考评结果、示范

区年度工作报告以及相关材料报送农业农村部，

由农业农村部对示范区的年度评价结果予以通

报。通报前应向社会公示7天以上。

第十六条 督促整改 农业农村部对评价

结果为差的示范区，督促其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整

改。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应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要

求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报告（包括整改落实措施

以及整改成效等内容）经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

审核后及时报送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省级渔业主

管部门应对示范区整改落实情况认真核实，并上

报至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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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 查

第十七条 评价内容 复查内容包括示范区

工作开展、海洋牧场构建、综合效益以及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发挥等情况（复查指标体系见

附件6）。

第十八条 复查等级划分  复查评分满分为

100分，评价结果划分为较好、合格、不合格3个等

级。评价得分80分以上为较好，60～80分为合格，

6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十九条 总体程序  每年3月份农业农村

部下发文件启动复查工作，明确当年需要进行复

查的示范区。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组织需要复查的

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及时开展资源养护效果评

价。效果评价结束后，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示范

区复查工作，对示范区进行评分。复查评分结果

由农业农村部予以公示和通报。

第二十条 效果评价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

组织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于复查当年10月底前开

展资源养护效果评价工作，对示范区建设运行产

生的综合效益进行科学评估，并形成效果评价技

术报告。效果评价工作应委托具有海洋牧场研究

工作基础的技术依托单位承担。效果评价方法和

技术报告撰写要求参照《SC/T 9417-2015 人工鱼

礁资源养护效果评价技术规范》。

第二十一条 复查方法  效果评价结束后，

农业农村部组成检查工作组对示范区进行实地核

查，并对示范区进行评分。工作组要求5人以上，

由渔业主管部门和专家组成，其中3名专家从海

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第二十二条 评分方法  示范区复查评分应

根据现场考察情况，在参考示范区资源养护效果

评价和可视化、智能化、信息化监测系统监测情

况的基础上，结合历年年度评价情况，对照复查

指标体系进行评分。

第二十三条 通报程序 农业农村部将于次

年3月底前对上一年度示范区的复查结果予以通

报。通报前应向社会公示7天以上。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结果运用  农业农村部对复查

结果较好的示范区将在政策支持和项目安排方面

予以倾斜，对连续3年年度评价结果均为差或复

查结果不合格的示范区将撤销其称号。

第二十五条 工作要求  年度评价及复查工

作应当严格执行工作纪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确保客观公正，依规有序开展。各级渔业主管部

门应做好年度工作报告的审核把关工作，示范区

管理维护单位应如实报告示范区工作开展情况，

不得弄虚作假，篡改、伪造相关数据和材料。对于

存在上述问题并被查实的示范区管理维护单位，

评价或复查等级确定为差，并由农业农村部通报

相关部门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 异议处理  示范区管理维护单

位和有关渔业主管部门对年度评价、复查结果和

处置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农业农村部提出书面

申诉，农业农村部将依法依规受理并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办法解释  本办法由农业农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2018年10

月18日起施行。

附件：1.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评价指标体系

2.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工作报告模板

3.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智能监测平台（可视化、智能化、信息化监测系统）建设技术指南

4.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监测方法和技术报告撰写要求

5.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度工作报告相关材料

6.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复查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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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发布《远洋渔船标准化 
船型参数系列表（2018年版）》的通知

农办渔〔2018〕69号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厅（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各远洋

渔业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号）和我部有关

要求，全面提升远洋渔业装备水平，逐步实现远洋渔船的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我部先后于2015和

2017年发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远洋渔船标准化船型参数系列表。针对远洋渔船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

我部组织专家对第一批、第二批参数系列表进行了完善，制定了《远洋渔船标准化船型参数系列表（2018

年版）》，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除遵照参数系列表所列参数外，新建远洋渔船的稳性以及救生、消防等安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相关

法规要求，确保安全性；防污染装备配置齐全，符合相关国际公约要求，具有良好环保性；船机桨配合和

舱容布置合理，推进效率高，运行经济；总体布置、舱室及渔捞设备布局合理，具有良好的适渔性和适居

性。同时，应尽量满足《1993年国际渔船安全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渔业部门工作公约》等国际公约要

求，不断提升我国远洋渔船装备技术水平。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发布〈远洋渔船标准化船型参数系列表〉（第一批）》（农办渔〔2015〕50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发布〈远洋渔船标准化船型参数系列表〉(第二批)》（农办渔〔2017〕40号）同时废

止。

附件：《远洋渔船标准化船型参数系列表（2018年版）》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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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69号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名录已经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制

定公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物种按照被核准的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级别进行国内管理，进出口环节需同时遵守国际公约有关规定。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物种不进

行核准，按对应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级别进行国内管理。

特此公告。

附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9日

附件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物种 
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录

中文名 学名 公约附录级别
国家重点保护级别

现行名录保护级别 经核准后保护级别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哺乳纲  Mammalia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 Mustelidae

水獭亚科 Lutrinae

小爪水獭 Aonyx cinerea Ⅱ 二 　

水獭 Lutra lutra Ⅰ 二 　

扎伊尔小爪水獭(仅包括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种群) Aonyx capensis microdon  Ⅰ 　 二

海獭南方亚种  Enhydra lutris nereis Ⅰ 　 二

秘鲁水獭  Lontra felina Ⅰ 　 二

长尾水獭  Lontra longicaudis Ⅰ 　 二

智利水獭  Lontra provocax Ⅰ 　 二

日本水獭  Lutra nippon Ⅰ 　 二

大水獭  Pteronura brasiliensis Ⅰ 　 二

水獭亚科其他种  Lutrinae spp. Ⅱ 　 二

海象科 Odobenidae

海象(加拿大) Odobenus rosmarus  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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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学名 公约附录级别
国家重点保护级别

现行名录保护级别 经核准后保护级别

海狗科  Otariidae

北美毛皮海狮  Arctocephalus townsendi Ⅰ 　 二

毛皮海狮属所有种(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 Arctocephalus spp. Ⅱ 　 二

海豹科 Phocidae

僧海豹属所有种  Monachus spp. Ⅰ 　 二

南象海豹  Mirounga leonina Ⅱ 　 二

鲸目 Cetacea

鲸目所有种(除被列入附录I的物种） Cetacea spp. Ⅱ 二 　

露脊鲸科 Balaenidae

北极露脊鲸 Balaena mysticetus Ⅰ 　 二

露脊鲸属所有种 Eubalaena spp. Ⅰ 二 　

须鲸科 Balaenopteridae

小鳁鲸(除被列入附录Ⅱ的西格陵兰种群) 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  Ⅰ 二 　

南极须鲸  Balaenoptera bonaerensis Ⅰ 　 二

鳁鲸  Balaenoptera borealis Ⅰ 二 　

鳀鲸  Balaenoptera edeni Ⅰ 二 　

蓝鲸  Balaenoptera musculus Ⅰ 二 　

大村鲸  Balaenoptera omurai Ⅰ 二 　

长须鲸  Balaenoptera physalus Ⅰ 二 　

座头鲸 Megaptera novaeangliae Ⅰ 二 　

海豚科 Delphinidae

伊洛瓦底江豚  Orcaella brevirostris Ⅰ 二 　

矮鳍海豚 Orcaella heinsohni Ⅰ 　 二

驼海豚属所有种 Sotalia spp.  Ⅰ 　 二

中华白海豚 Sousa chinensis Ⅰ 一 　

白海豚属所有种（除中华白海豚）  Sousa spp. Ⅰ 　 二

灰鲸科 Eschrichtiidae

灰鲸  Eschrichtius robustus Ⅰ 二 　

亚马孙河豚科 Iniidae

白鱀豚 Lipotes vexillifer Ⅰ 一 　

侏露脊鲸科Neobalaenidae

侏露脊鲸  Caperea marginata Ⅰ 　 二

鼠海豚科 Phocoenidae

窄脊江豚(长江种群)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Ⅰ 一 　

窄脊江豚(非长江种群)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Ⅰ 二 　

印太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Ⅰ 二 　

海湾鼠海豚 Phocoena sinus Ⅰ 　 一

抹香鲸科 Physeteridae

抹香鲸  Physeter macrocephalus Ⅰ 二 　

淡水豚科 Platanistidae

恒河喙豚属所有种 Platanista spp. Ⅰ 　 二

喙鲸科 Ziphiidae

拜氏鲸属所有种  Berardius spp. Ⅰ 　 二

巨齿鲸属所有种 Hyperoodon spp. Ⅰ 　 二

海牛目  Sirenia

儒艮科  Dugongidae

儒艮  Dugong dugon Ⅰ 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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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学名 公约附录级别
国家重点保护级别

现行名录保护级别 经核准后保护级别

海牛科 Trichechidae

亚马逊海牛  Trichechus inunguis Ⅰ 　 一

美洲海牛 Trichechus manatus Ⅰ 　 一

非洲海牛  Trichechus senegalensis Ⅰ 　 一

爬行纲  Reptilia

 鳄目 Crocodylia

鳄目所有种(除鼍及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Crocodylia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鼍科 Alligatoridae

中美短吻鼍  Caiman crocodilus apaporiens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南美短吻鼍(除被列入附录Ⅱ的种群 ) Caiman latirostr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亚马孙鼍 (除被列入附录Ⅱ的种群）  Melanosuchus niger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鳄科 Crocodylidae

窄吻鳄(除被列入附录Ⅱ的种群) Crocodylus acut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尖吻鳄  Crocodylus cataphract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中介鳄  Crocodylus intermedi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菲律宾鳄  Crocodylus  mindorens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佩滕鳄(除被列入附录Ⅱ的种群)  Crocodylus moreletii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尼罗鳄（除被列入附录Ⅱ的种群） Crocodylus nilotic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恒河鳄  Crocodylus palustr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湾鳄（除被列入附录Ⅱ的种群） Crocodylus poros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菱斑鳄  Crocodylus rhombifer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暹罗鳄  Crocodylus siamens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短吻鳄  Osteolaemus tetrasp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马来鳄  Tomistoma schlegelii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食鱼鳄科 Gavialidae

食鱼鳄  Gavialis gangetic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蛇目 Serpentes

游蛇科 Colubridae

拟蚺蛇  Clelia cleli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南美水蛇  Cyclagras  giga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印度食卵蛇  Elachistodon westermann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绿滇西蛇(印度) Atretium schistosum  Ⅲ 　 暂缓核准

波加丹蛇(印度) Cerberus rynchops  Ⅲ 　 暂缓核准

渔异色蛇(印度)  Xenochrophis piscator Ⅲ 　 暂缓核准

施氏异色蛇(印度)  Xenochrophis scnurrenbergeri Ⅲ 　 暂缓核准

提氏异色蛇(印度)  Xenochrophis tytleri Ⅲ 　 暂缓核准

龟鳖目 Testudines

两爪鳖科 Carettochelyidae

两爪鳖  Carettochelys insculp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蛇颈龟科 Chelidae

短颈龟  Pseudemydura umbrin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麦氏长颈龟  Chelodina mccord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海龟科  Cheloniidae 

海龟科所有种  Cheloniidae spp. Ⅰ 二 　

鳄龟科 Chelydridae

拟鳄龟(美国) Chelydra  serpentina  Ⅲ 　 暂缓核准

大鳄龟(美国) Macroclemys temminckii  Ⅲ 　 暂缓核准

泥龟科 Dermatemydida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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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学名 公约附录级别
国家重点保护级别

现行名录保护级别 经核准后保护级别

泥龟  Dermatemys  mawii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棱皮龟科 Dermochelyidae

棱皮龟  Dermochelys coriacea Ⅰ 二 　

龟科 Emydidae

牟氏水龟  Glyptemys muhlenbergii Ⅰ 　 一（仅野外种群）

箱龟  Terrapene coahuil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斑点水龟  Clemmys gutta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布氏拟龟  Emydoidea blandingi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木雕水龟  Glyptemys  insculp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钻纹龟  Malaclemys terrapin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箱龟属所有种(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  Terrapene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图龟属所有种(美国)  Graptemys spp.  Ⅲ 　 二（仅野外种群）

地龟科 Geoemydidae

马来潮龟  Batagur affini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潮龟  Batagur bask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黑池龟 Geoclemys hamiltonii Ⅰ 　 一（仅野外种群）

三脊棱龟  Melanochelys tricarinat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眼斑沼龟  Morenia ocellat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印度泛棱背龟 Pangshura tect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咸水龟  Batagur borneo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三棱潮龟  Batagur dhongok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红冠潮龟  Batagur kachug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缅甸潮龟  Batagur trivitta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闭壳龟属所有种（除三线闭壳龟和云南闭壳龟）  Cuora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三线闭壳龟 Cuora trifasciata Ⅱ 二 　

云南闭壳龟 Cuora yunnanensis Ⅱ 二 　

日本地龟  Geoemyda japonic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地龟  Geoemyda spengleri Ⅱ 二 　

冠背草龟  Hardella thurji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庙龟  Heosemys annandali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扁东方龟  Heosemys depress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大东方龟  Heosemys grand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锯缘东方龟  Heosemys spinos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苏拉威西地龟  Leucocephalon yuwono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大头马来龟  Malayemys macrocephal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马来龟  Malayemys subtrijug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安南龟  Mauremys annam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日本拟水龟  Mauremys japonic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黄喉拟水龟  Mauremys mutic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黑颈乌龟  Mauremys nigrican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黑山龟  Melanochelys trijug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印度沼龟  Morenia peters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果龟  Notochelys platyno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巨龟  Orlitia borne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泛棱背龟属所有种（除附录I物种） pangshura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眼斑水龟  Sacalia beale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四眼斑水龟  Sacalia quadriocella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粗颈龟  Siebenrockiella  crassicoll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雷岛粗颈龟  Siebenrockiella leyt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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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林龟  Vijayachelys silvatic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艾氏拟水龟(中国) Mauremys iversoni Ⅲ 　 二（仅野外种群）

大头乌龟(中国)  Mauremys megalocephala Ⅲ 　 二（仅野外种群）

腊戍拟水龟(中国) Mauremys  pritchardi Ⅲ 　 二（仅野外种群）

乌龟(中国)  Mauremys reevesii Ⅲ 　 二（仅野外种群）

花龟(中国)  Mauremys sinensis Ⅲ 　 二（仅野外种群）

缺颌花龟(中国)  Ocadia  glyphistoma Ⅲ 　 二（仅野外种群）

费氏花龟(中国)  Ocadia philippeni  Ⅲ 　 二（仅野外种群）

拟眼斑水龟(中国)  Sacalia pesudocellata  Ⅲ 　 二（仅野外种群）

平胸龟科 Platysternidae

平胸龟科所有种 Platysternidae spp. Ⅰ 　 一

侧颈龟科  Podocnemididae

马达加斯大头侧颈龟  Erymnochelys  madagascari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亚马孙大头侧颈龟  Peltocephalus dumerilianu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南美侧颈龟属所有种  Podocne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鳖科 Trionychidae

刺鳖深色亚种  Apalone  spinifera atr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小头鳖  Chitra chitra Ⅰ 　 一（仅野外种群）

缅甸小头鳖  Chitra vandijki Ⅰ 　 一（仅野外种群）

恒河鳖  Nilssonia gangetic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宏鳖  Nilssonia hurum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黑鳖  Nilssonia nigrican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亚洲鳖  Amyda cartilagine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小头鳖属所有种(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种类 )  Chitra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努比亚盘鳖  Cyclanorbis elegan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塞内加尔盘鳖  Cyclanorbis senegal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欧氏圆鳖  Cycloderma aubry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赞比亚圆鳖  Cycloderma frenatum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马来鳖  Dogania subplan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斯里兰卡缘板鳖  Lissemys ceylonens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缘板鳖  Lissemys puncta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缅甸缘板鳖  Lissemys scutat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孔雀鳖  Nilssonia formos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莱氏鳖 Nilssonia leithi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山瑞鳖  Palea steindachneri Ⅱ 二 　

鼋 Pelochelys bibroni Ⅱ 一 　

鼋属所有种（除鼋）  Pelochelys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砂鳖  Pelodiscus axenaria Ⅱ 　 二（仅野外种群）

东北鳖  Pelodiscus maacki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小鳖  Pelodiscus parviform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大食斑鳖  Rafetus euphraticu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斑鳖  Rafetus swinhoei Ⅱ 　 一

非洲鱉  Trionyx triunguis Ⅱ 　 二（仅野外种群）

珍珠鳖(美国)  Apalone ferox  Ⅲ 　 暂缓核准

滑鳖(美国)  Apalone mutica Ⅲ 　 暂缓核准

刺鳖(美国)(除列入附录Ⅰ的亚种)  Apalone spinifera Ⅲ 　 暂缓核准

两栖纲 Amphibia

有尾目 Cau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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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口螈科 Ambystomatidae

钝口螈  Ambystoma dumerilii Ⅱ 　 二（仅野外种群）

墨西哥钝口螈  Ambystoma mexicanum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隐鳃鲵科 Cryptobranchidae

大鲵属所有种（除大鲵）  Andrias spp. Ⅰ 　 二（仅野外种群）

大鲵 Andrias davidianus I 二 　

美洲大鲵(美国)  Cryptobranchus alleganiensis  Ⅲ 　 暂缓核准

蝾螈科 Salamandridae

桔斑螈  Neurergus kaiseri Ⅰ 　 暂缓核准

香港瘰螈  Paramensotriton hongkongensis Ⅱ 　 二级

北非真螈(阿尔及利亚) Salamandra algira Ⅲ 　 暂缓核准

板鳃亚纲Elasmobranchii

真鲨目 Carcharhiniformes

真鲨科 Carcharhinidae

镰状真鲨  Carcharhinus falciformis Ⅱ 　 暂缓核准

长鳍真鲨  Carcharhinus longimanus Ⅱ 　 暂缓核准

双髻鲨科 Sphyrnidae

路氏双髻鲨  Sphyrna lewini Ⅱ 　 暂缓核准

无沟双髻鲨  Sphyrna mokarran Ⅱ 　 暂缓核准

锤头双髻鲨 Sphyrna zygaena Ⅱ 　 暂缓核准

鼠鲨目 Lamniformes

长尾鲨科  Alopiidae

长尾鲨属所有种 Alopiidae spp. Ⅱ 　 暂缓核准

姥鲨科 Cetorhinidae

姥鲨  Cetorhinus maximus Ⅱ 　 二

鼠鲨科 Lamnidae

噬人鲨  Carcharodon carcharias Ⅱ 　 二

鼠鲨 Lamna nasus Ⅱ 　 暂缓核准

鲼目 Myliobatiformes

鲼科 Ｍyliobatidae

前口蝠鲼属所有种 Manta spp. Ⅱ 　 暂缓核准

蝠鲼属所有种 Mobula spp.  Ⅱ 　 暂缓核准

江魟科 Potamotrygonidae

巴西副江魟(哥伦比亚) Paratrygon aiereba  Ⅲ 　 暂缓核准

江魟属所有种(巴西种群)  Potamotrygon spp.  Ⅲ 　 暂缓核准

密星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constellate  Ⅲ 　 暂缓核准

马氏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magdalenae  Ⅲ 　 暂缓核准

南美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motoro  Ⅲ 　 暂缓核准

奥氏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orbignyi  Ⅲ 　 暂缓核准

施罗德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schroederi  Ⅲ 　 暂缓核准

锉棘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scobina  Ⅲ 　 暂缓核准

耶氏江魟(哥伦比亚) Potamotrygon yepezi  Ⅲ 　 暂缓核准

须鲨目 Orectolobiformes

鲸鲨科 Rhincodontidae

鲸鲨  Rhincodon typus Ⅱ 　 二

锯鳐目 Pristiformes

锯鳐科 Prist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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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鳐科所有种 Pristidae spp.  Ⅰ 　 暂缓核准

辐鳍亚纲 Actinopteri

鲟形目 Acipebseriformes

鲟形目所有种(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Acipenseriformes spp.  Ⅱ 　 二（仅野外种群）

鲟科 Acipenseridae

短吻鲟  Acipenser brevirostrum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鲟 Acipenser sturio Ⅰ 　 一（仅野外种群）

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 Ⅱ 一 　

达氏鲟         Acipenser dabryanus Ⅱ 一 　

 匙吻鲟科  Polyodontidae

白鲟            Psephurus gladius Ⅱ 一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

鳗鲡科 Anguillidae

欧洲鳗鲡  Anguilla anguilla  Ⅱ 　 暂缓核准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胭脂鱼科 Catostomidae

丘裂鳍亚口鱼 Chasmistes cujus Ⅰ 　 一

鲤科 Cyprinidae

湄公河原鲃  Probarbus jullieni Ⅰ 　 一

刚果盲鲃 Caecobarbus geertsii Ⅱ 　 二

骨舌鱼目 Osteoglossiformes

巨骨舌鱼科 Arapaimidae

巨巴西骨舌鱼 Arapaima gigas Ⅱ 　 二

骨舌鱼科 Osteoglossidae

美丽硬仆骨舌鱼 (包括丽纹硬骨舌鱼) Scleropages formosus  Ⅰ 　 一(仅野外种群)

鲈形目 Perciformes

隆头鱼科 Labridae

波纹唇鱼(苏眉)  Cheilinus undulatus Ⅱ 　 二

盖刺鱼科 Pomacanthidae

克拉里昂刺蝶鱼 Holacanthus clarionensis Ⅱ 　 二

石首鱼科 Sciaenidae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Totoaba macdonaldi Ⅰ 　 一

鲇形目 Siluriformes

科 Pangasiidae

巨无齿   Pangasianodon gigas Ⅰ 　 暂缓核准

骨鲶科 Loricariidae

斑马下钩鲶(巴西) Hypancistrus zebra  Ⅲ 　 暂缓核准

海龙鱼目 Syngnathiformes

海龙鱼科 Syngnathidae

海马属所有种（除克氏海马）  Hippocampus spp. Ⅱ 　 二

克氏海马 Hippocampus kelloggi Ⅱ 二 　

肺鱼亚纲 Dipneusti

角齿肺鱼目  Ceratodontiformes

角齿肺鱼科 Ceratodontidae

澳大利亚肺鱼 Neoceratodus forsteri Ⅱ 　 二

腔棘亚纲 Coelacanthi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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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棘鱼目 Coelacanthiformes

矛尾鱼科 Latimeriidae

矛尾鱼属所有种  Latimeria spp. Ⅰ 　 一

棘皮动物门 Echinodermata

海参纲 Holothuroidea

楯手目 Aspidochirotida

刺参科 Stichopodidae

暗色刺参(厄瓜多尔) Isostichopus fuscus  Ⅲ 　 暂缓核准

环节动物门 Annelida

蛭纲 Hirudinoidea

无吻蛭目 Arhynchobdellida

医蛭科Hirudinidae

欧洲医蛭  Hirudo medicinalis Ⅱ 　 暂缓核准

侧纹医蛭 Hirudo verbana Ⅱ 　 暂缓核准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双壳纲 Bivalvia

贻贝目 Mytilotda

贻贝科 Mytilidae

普通石蛏 Lithophaga lithophaga Ⅱ 　 暂缓核准

珠蚌目 Unionoida

蚌科 Unionidae

雕刻射蚌  Conradilla caelata Ⅰ 　 暂缓核准

走蚌 Dromus dromas Ⅰ 　 暂缓核准

冠前嵴蚌  Epioblasma curtisi Ⅰ 　 暂缓核准

闪光前嵴蚌 Epioblasma florentina Ⅰ 　 暂缓核准

沙氏前嵴蚌 Epioblasma sampsonii Ⅰ 　 暂缓核准

全斜沟前嵴蚌  Epioblasma sulcate perobliqua Ⅰ 　 暂缓核准

舵瘤前嵴蚌  Epioblasma torulosa gubernaculum Ⅰ 　 暂缓核准

瘤前嵴蚌  Epioblasma torulosa torulosa Ⅰ 　 暂缓核准

膨大前嵴蚌 Epioblasma turgidula Ⅰ 　 暂缓核准

瓦氏前嵴蚌  Epioblasma walkeri Ⅰ 　 暂缓核准

楔状水蚌  Fusconaia cuneolus Ⅰ 　 暂缓核准

水蚌 Fusconaia edgariana Ⅰ 　 暂缓核准

希氏美丽蚌  Lampsilis higginsii Ⅰ 　 暂缓核准

球美丽蚌  Lampsilis orbiculata orbiculata Ⅰ 　 暂缓核准

多彩美丽蚌  Lampsilis satur Ⅰ 　 暂缓核准

绿美丽蚌  Lampsilis virescens Ⅰ 　 暂缓核准

皱疤丰底蚌 Plethobasus cicatricosus Ⅰ 　 暂缓核准

古柏丰底蚌  Plethobasus cooperianus Ⅰ 　 暂缓核准

满侧底蚌  Pleurobema plenum Ⅰ 　 暂缓核准

大河蚌  Potamilus capax Ⅰ 　 暂缓核准

中间方蚌  Quadrula intermedia Ⅰ 　 暂缓核准

稀少方蚌  Quadrula sparsa Ⅰ 　 暂缓核准

柱状扁弓蚌 Toxolasma cylindrella Ⅰ 　 暂缓核准

Ｖ线珠蚌 Unio nickliniana Ⅰ 　 暂缓核准

德科马坦比哥珠蚌 Unio tampicoensis tecomatensis Ⅰ 　 暂缓核准

横条多毛蚌 Villosa trabalis Ⅰ 　 暂缓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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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氏强膨蚌 Cyprogenia aberti Ⅱ 　 暂缓核准

行瘤前嵴蚌 Epioblasmatorulosa rangiana Ⅱ 　 暂缓核准

棒形侧底蚌  Pleurobema clava Ⅱ 　 暂缓核准

帘蛤目 Veneroida

砗磲科 Tridacnidae

库氏砗磲 Tridacna cookiana Ⅱ 一 　

砗磲科所有种 Tridacnidae spp. Ⅱ 　 二

头足纲 Cephalopoda

鹦鹉螺目 Nautilida

鹦鹉螺科 Nautilidae

鹦鹉螺科所有种  Nautilidae spp. Ⅱ 一 　

腹足纲 Gastropoda

中腹足目 Mesogastropoda

凤螺科Strombidae

大凤螺  Strombus gigas Ⅱ 　 二

柄眼目  Stylommatophora

小玛瑙螺科  Achatinellidae

小玛瑙螺属所有种  Achatinella spp. Ⅰ 　 暂缓核准

坚齿螺科 Camaenidae

美丽尖柱螺  Papustyla pulcherrima Ⅱ 　 暂缓核准

刺胞亚门 Cnidaria

珊瑚虫纲 Anthozoa

角珊瑚目 Antipatharia

角珊瑚目所有种 Antipatharia spp. Ⅱ 　 二

柳珊瑚目 Gorginaceae

红珊瑚科 Coralliidae

瘦长红珊瑚(中国) Corallium elatius  Ⅲ 一 　

日本红珊瑚(中国) Corallium japonicum  Ⅲ 一 　

皮滑红珊瑚(中国) Corallium konjoi  Ⅲ 一 　

巧红珊瑚(中国) Corallium secundum  Ⅲ 一 　

苍珊瑚目 Helioporacea

苍珊瑚科 Helioporidae

苍珊瑚科所有种 (仅包括苍珊瑚 Heliopora 
coerulea，不含化石)

Helioporidae spp.  Ⅱ 　 二

石珊瑚目 Scleractinia

石珊瑚目所有种(不含化石) Scleractinia spp. Ⅱ 　 二

多茎目 Stolonifera

笙珊瑚科 Tubiporidae

笙珊瑚科所有种(不含化石) Tubiporidae spp.  Ⅱ 　 二

水螅纲  Hydrozoa

多孔螅目 Milleporina

多孔螅科 Milleporidae

多孔螅科所有种(不含化石) Milleporidae spp.  Ⅱ 　 二

柱星螅目 Stylasterina

柱星螅科 Stylasteridae

柱星螅科所有种(不含化石) Stylasteridae spp.  Ⅱ 　 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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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0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生产的猪大

肠杆菌病、C型产气荚膜梭菌病、诺维氏梭菌病三联灭活疫苗在我国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

发布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匈牙利诗华-费拉西亚兽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生产的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

等3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质量标准

3.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3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9日

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
期限

备注

猪大肠杆菌病、C型产气荚膜梭菌病、诺维氏梭
菌病三联灭活疫苗 

Multivalent Vaccine against Piglet Colibacillosis, 
Necrotic Enteritis and Sudden Death for Swine, 

Inactivated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 S.A.

西班牙
（2018）

外兽药证字36号

2018.10.9
—

2023.10.8
注册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
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Inactivated（Strain La 

Sota）

匈牙利诗华-费拉西亚兽医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

CEVA - PHYLAXIA Veterinary 
Biologicals Co. Ltd.

法国
（2018）

外兽药证字37号

2018.10.9
—

2023.10.8
再注册

替米考星预混剂
Tilmicosin premix

美国礼来公司英国生产厂
Eli Lilly and Company Limited

美国
（2018）

外兽药证字38号

2018.10.9
—

2023.10.8
再注册

芬苯达唑粉
Fenbendazole Powder

法国维克有限公司
VIRBAC 

法国
（2018）

外兽药证字39号

2018.10.9
—

2023.10.8
再注册



公告通报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1号

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规定，合肥市渔业协会等单位申请对“合肥龙虾”等3个产品实施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经过初审、专家评审和公示，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序和条件，准予

登记，特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2018年第四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公告信息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9日

附件

2018年第四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公告信息

序
号

产品名称
所在
地域

申请人 
全称

划定的地域保护范围
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编号

1 合肥龙虾 安徽
合肥市渔
业协会

合肥市所辖长丰县的朱巷镇、杜集乡、造甲乡、下塘镇；肥东县的白龙
镇、八斗镇、梁园镇；肥西县的三河镇、严店乡、丰乐镇；庐江县的白湖
镇、泥河镇、乐桥镇、万山镇；巢湖市的黄麓镇、烔炀镇、中垾镇共计5
个县（市）17个乡（镇）。地理坐标为东经117°19′43″～117°44′50″，北
纬31°14′36″～32°37′08″

AGI2018-04-2522

2 临沧坚果 云南
临沧市林
业科学院

临沧市所辖临翔区、云县、凤庆县、永德县、镇康县、耿马傣族佤族自
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共计8个
县（区）77个乡镇（街道）。地理坐标为东经98°40′～100°34′，北纬
23°05′～25°02′

AGI2018-04-2523

3
镇巴花魔

芋
陕西

陕西省镇
巴县农业
技术推广

站

汉中市镇巴县所辖泾洋街道办、杨家河镇、小洋镇、渔渡镇、赤南镇、
盐场镇、巴山镇、平安镇、巴庙镇、兴隆镇、观音镇、碾子镇、长岭镇、
仁村镇、三元镇、黎坝镇、简池镇、永乐镇、大池镇、青水镇共计20个
镇（街道办）183个行政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07°25′～108°16′，北纬
32°08′～32°50′

AGI2018-04-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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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2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

单位申报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疫苗（rVP2蛋白）等4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

发布产品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试行规程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5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 监测期 备注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灭活
疫苗（rVP2蛋白）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吉林和元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证字

47号
3年 注册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胶体
金检测试纸条

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河南农业大学

二类
（2018）新兽药证字

48号
4年 注册

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
（TK-MB6株+TK-MD8

株）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
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诗华诺倍威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三类

（2018）新兽药证字
49号

3年 注册

鸡新城疫、传染性法
氏囊病二联灭活疫苗

（A-Ⅶ株+S-VP2蛋白）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证字
50号

3年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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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3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等10

家单位申报的鸭坦布苏病毒病活疫苗（FX2010-180P株）等3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

书》，发布产品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试行规程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5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证

书号
监测期 备注

鸭坦布苏病毒病活疫苗
（FX2010-180P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吉林正业生物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梅里亚动物保健有限

公司、上海动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
证字41号

3年 注册

重组新城疫病毒、禽流
感病毒（H9亚型）二联灭
活疫苗（A-VII株+WJ57

株）

扬州大学、中崇信诺生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青岛易邦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乾元浩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
证字42号

3年 注册

兔出血症病毒杆状病
毒载体灭活疫苗（VP60

株）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
证字43号

3年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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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4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

12家单位申报的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等3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

册证书》，发布产品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试行规程

3.质量标准

4.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5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
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
监测
期

备注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哈尔滨国生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二类
（2018）新兽药证字

44号
4年 注册

猪圆环病毒2型、肺炎支
原体二联灭活疫苗（SH

株+HN0613株）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乾元浩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惠
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证字

45号
3年 注册

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
（NJ株）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邦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类
（2018）新兽药证字

46号
3年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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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5号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我部开发了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系统（以下简称“兽药评审

系统”），可实现兽药注册网上申报、网上评审、沟通交流和数据分析与共享功能。为加快推进兽药注册网上评

审工作，在前期试运行的基础上，我部决定于2018年11月1日启动运行兽药评审系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需使用兽药评审系统的兽药行政许可项目包括新兽药注册、进口兽药注册（兽药注册）、进口兽

药再注册和兽药变更注册。

二、自2018年11月1日起，兽药注册申请人除需按照农业部公告第2273号登录农业农村部行政审批综

合办公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外，对于同意受理的申请还需登录兽药评审系统进行电子资料的提交，用于网

上评审。纸质材料提交和网上资料提交并行。农业农村部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系统正在升级改造，兽药评

审系统暂时无法与其完成对接。待两个系统完成对接后，申请人只需登录农业农村部行政审批综合办公

系统即可完成网上申报，不再需要重复登录两个系统。

三、农业农村部第七届兽药评审专家库专家（含临时增加的库外专家）在接收到网上评审任务信息

后，凭申报第七届兽药评审专家库专家时填写的手机号作为账号（手机号前需加V，如V15012345678），获

取动态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按照评审要求实施网上评审工作。

四、具体登录方式和操作方法详见兽药评审系统使用手册—申请人版和兽药评审系统使用手册—兽

药评审专家版。可登录农业农村部网站（www.moa.gov.cn）或中国兽药信息网（www.ivdc.org.cn）相关网页

下载使用手册。

 特此公告。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6号

根据《农业部关于印发马传染性贫血消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医发﹝2015﹞26号）文件中《马

传染性贫血消灭工作考核标准和验收办法》规定，我部考核组于2018年9月16－21日对云南省的马传染性

贫血防控工作进行了达标考核。云南省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马传染性贫血防控工作，防治措施

有力，提供材料齐全、数据翔实可靠。经考核，云南省自2018年10月起已达到马传染性贫血消灭标准。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7日



公告通报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7号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韩国ECOBIO株式会社等36家公司

生产的42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在我国登记或续展登记，并发给进口登记证（见附件1）。批准索麦

（SOLMAX®）等8个产品生产厂家名称、申请企业名称变更，保卫菌（B-Act ）中外文商品名称变更，泰瑞

宝-液体（Mix-Oil Liquid）等2个产品中文商品名称变更（见附件2）。所登记产品的监督检验，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和我部发布的质量标准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8-07） 

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8-06）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8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硕腾公司美国查理斯堡生产厂等3家公

司生产的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P-5722-3株，Ⅰ）等4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

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兽药质量标

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批准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生产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 K-61株）变更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质量标准

3.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3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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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注册证

书号
有效
期限

备注

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P-5722-3株，Ⅰ）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Bacterin

硕腾公司美国查理斯堡生产厂
Zoetis Inc.

美国
（2018）

外兽药证字40号

2018.10.18
—

2023.10.17
再注册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accine，Live

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美国）有限
公司

Boehringer Ingelheim Vetmedica, Inc.
美国

（2018）
外兽药证字41号

2018.10.18
—

2023.10.17
再注册

猪圆环病毒2型杆状病毒载体灭活疫苗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Baculovirus 

VectorVaccine, Inactivated

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美国）有限
公司

Boehringer Ingelheim Vetmedica, Inc.
美国

（2018）
外兽药证字42号

2018.10.18
—

2023.10.17
再注册

土霉素注射液
Oxytetracycline Injection

荷兰优诺威动物保健公司
Eurovet Animal Health BV 

荷兰
（2018）

外兽药证字43号

2018.10.18
—

2023.10.17
再注册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 K-61株）
Swine Pseudorabies Vaccine, Live（Strain 

Bartha K-61）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
Laboratorios HIPRA, S.A.

西班牙
（2014）

外兽药证字33号

2014.07.11
—

2019.07.10

变更注册：
增加包装规格

1瓶/盒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2号）等规定，为做好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现就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响应期间，加强生猪运输车辆监管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生猪运输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采用专用机动车辆，车辆载重、空间等与所运输的生猪大小、数量相适应；

（二）厢壁及底部耐腐蚀、防渗漏；

（三）具有防止动物粪便和垫料等渗漏、遗撒的设施，便于清洗、消毒；

（四）随车配有简易清洗、消毒设备；

（五）具有其他保障动物防疫的设施设备。

二、生猪运输车辆应当在承运人所在地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

件及复印件：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或工商营业执照；

（二）备案申请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三）备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

（四）备案车辆的车辆营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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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时，应当留存相关证件复印件，及时到现场检查生猪运输车辆，核实

相关信息和车辆条件。生猪运输车辆符合条件的，出具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并将有关信息录入全国动

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不符合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生猪运输车辆备案时，应当准确记录生猪运输车辆品牌、颜色、型号、牌照、车辆所有者、运载量

等信息，并规范编号。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的样式见附件。

五、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生猪的车辆，以及发生疫情省份及其相邻省份内跨县调运生猪的车

辆，应当配备车辆定位跟踪系统，相关信息记录保存半年以上。

 六、承运人通过公路运输生猪的，应当使用已经备案的生猪运输车辆，并严格按照动物检疫证明载

明的目的地、数量等内容承运生猪；未提供动物检疫证明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七、承运人运输生猪时，应当为生猪提供必要的饲喂饮水条件，通过隔离使生猪密度符合要求，每栏

生猪的数量不能超过15头，装载密度不能超过265公斤/平方米。当运输途经地温度高于25℃或者低于5℃

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避免生猪发生应激反应。停车期间应当观察生猪健康状况，必要时对通风和隔离

进行适当调整。

八、承运人应当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及时对运输车辆进行清洗、消毒。详细记录检疫证明号码、生猪数

量、运载时间、启运地点、到达地点、运载路径、车辆清洗、消毒以及运输过程中染疫、病死、死因不明生

猪处置等情况。

九、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官方兽医接到生猪产地检疫申报后应当严格查验运输车辆备案情况，发

现运输车辆未备案的，应当责令改正，通报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十、发现运输车辆有未按规定进行清洗、消毒，承运未附有动物检疫证明生猪，以及未按规定备案等

情形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处理。

十一、本公告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样式）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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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80号

齐齐哈尔市齐甜种业有限公司对登记的甜瓜品种“齐甜1号（登记编号GPD甜瓜(2018)230432）”“齐

甜2号”（登记编号GPD甜瓜(2018)230433），提出品种登记撤销申请。依据《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

法》，经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审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复核，决定撤销“齐甜1号”“齐甜2号”2个

甜瓜品种登记。

现予公告。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1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81号

“沣油679”等油菜、花生、向日葵、甜菜、辣椒、西瓜等6种作物58个品种登记信息变更，经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审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复核，符合《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的要求，现予公

告。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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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84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硕腾比利时生产厂等3家公司生产的氨

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注射液等3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变更注册，并发布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注射液和

注射用盐酸替来他明盐酸唑拉西泮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

的上述产品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质量标准

3.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3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18年11月5日

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注册

证书号
有效
期限

备注

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注射液
（10ml：50mg）

Prostaglandin F2α Tromethamine Injection 硕腾比利时
生产厂

Zoetis Belgium 
SA

比利时

（2014）外兽
药证字02号

2014.02 
—

2019.01 

变更注册：变更质量标
准，生产厂名称由法玛西
亚比利时生产厂变为硕

腾比利时生产厂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注射液
（30ml：150mg）

Prostaglandin F2α Tromethamine Injection

（2014）外兽
药证字03号

注射用盐酸替来他明盐酸唑拉西泮
Tiletamine Hydrochloride and Zolazepam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法国维克有
限公司
Virbac

法国
（2015）外兽
药证字43号

2015.09
—

2020.08

变更注册：变更质量标
准，增加含量规格

延胡索酸泰妙菌素预混剂
Tiamulin Fumarate Premix

奥地利Sandoz
生产厂

Sandoz GmbH
奥地利

（2017）外兽
药证字16号

2017.03.14
—

2022.03.13

变更注册：变更商品名称
为枝原净®（Denagard®），
贮藏条件变更为避光，
在25℃以下干燥处保存，
有效期由24个月变为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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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全国省级兽医系统实验室
检测能力比对结果的通报

农办牧〔2018〕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农村农村）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进一步提升动物疫情监测预警能力，有效调动各方的工作积极性，按照既定工作安排，我部组织

完成了2018年度省级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以下简称能力比对），现将2018年度及近5年来

能力比对结果通报如下。

一、2018年能力比对有关情况

本次能力比对共设置H7亚型禽流感病毒抗体检测、口蹄疫病毒和塞内卡病毒鉴别检测、布鲁氏菌抗

体检测、猪伪狂犬病毒gE抗体检测等4个检测项目。全国32个省级兽医实验室（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

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反馈了检测结果。其中，26个省级兽医实验室的4个比对项目结果全部符合参考

值，其余6个省级兽医实验室均各有1个比对项目的部分样品检测结果与参考值不符。

（一）H7亚型禽流感病毒抗体检测

湖北、四川各有1份样品、贵州有2份样品的检测值与参考值不符，其余29个省级兽医实验室的检测结

果全部符合。 

（二）口蹄疫病毒和塞内卡病毒鉴别检测

海南和广西各有1份样品的检测值与参考值不符，其余30个省级兽医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全部符合。

（三）布鲁氏菌抗体检测

西藏有4份样品的检测值与参考值不符，其余31个省级兽医实验室检测结果全部符合。

（四）猪伪狂犬病毒gE抗体检测

32个省级兽医实验室检测结果全部符合。

二、近5年能力比对有关情况

（一）近5年（2014—2018年）中有3年能力比对结果全部符合的省级兽医实验室共有30家，涉及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兵团等省级兽医主管

部门所属的兽医实验室。

（二）近5年（2014—2018年）中有4年能力比对结果全部符合的省级兽医实验室共有28家：涉及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兵团等省级兽医主管部门所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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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实验室。

（三）近5年（2014—2018年）所有能力比对结果全部符合的省级兽医实验室共有22家：涉及北京、

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重庆、云

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兵团等省级兽医主管部门所属的兽医实验室。

总的看，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自2011年首次开展以来，有力促进了各级兽医实验室动物

疫病检测能力的不断提高。其中超过2/3的省级兽医实验室已连续5年保持检测结果全部符合，技术支撑

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个别省级兽医实验室仍存在半定量项目检测能力不足、实验操作不规范、样品编

号错误等问题。

为更好满足当前动物疫情监测预警工作需要，请各单位在继续组织做好辖区内省（区、市）、地

（市）、县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实验室质量控制和人员培训的基础上，按照我部有关要求，结合

此次能力比对情况通报，全面梳理分析目前在实验室管理方面仍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并严

格督促落实，进一步提升兽医系统实验室动物疫病检测能力。

特此通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8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