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农函〔2022〕173号

关于报送江苏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
五年行动方案与免疫奶牛场

名单的函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

动方案（2022—2026 年）>的通知》（农牧发〔2022〕13 号）

部署，我厅高度重视，组织专家论证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

江苏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 年）>

的通知》（苏农办牧〔2022〕20 号），要求各市将逐级审批同意

的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上报我厅。经统计，我省免疫规模奶牛

场共有 19 家（见附件）。现将相关材料随函上报，请审阅。

附件：1. 关于印发江苏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

案（2022—2026年）》的通知（苏农办牧〔2022〕

20号）

2. 江苏省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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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江苏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

（2022—2026 年）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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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
（2022—2026年）

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属细菌感

染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是当前我国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传

染病之一。为加强我省畜间布病防控，降低流行率和传播风险，

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建设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行积极防御、

系统治理，有效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提高抗病能力，

切实做好布病源头防控工作，维护畜牧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

安全和生物安全。

（二）基本原则

——源头防控，突出重点。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重

点抓好种牛、种羊、奶牛、奶山羊和肉羊的布病防控，统筹抓

好肉牛、猪、鹿、骆驼和犬等其他易感动物的布病防控，切实

降低流行率，有效防范传播风险。

——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坚持一地一策，根据各地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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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形势和动物防疫工作实际，以县（规模奶牛场）为基本单

位推进布病防控。非免疫地区以实施持续监测剔除阳性家畜为

主，其他地区经审批同意并报省备案的免疫规模奶牛场，严格

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免疫，开展免疫效果监测，并严格落实动物

检疫、调运监管、定点屠宰等综合性防控措施。

——技术创新，强化支撑。坚持科技引领，推动畜间布病

快速鉴别诊断技术和防控模式创新应用，加强基层防控能力建

设，统筹利用全省疫控机构、科研教学单位、第三方兽医实验

室、畜牧业龙头企业等技术力量，不断提高布病防控技术支撑

水平。

——健全机制，持续推进。坚持夯实基础，不断强化基层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强化布病防控与各项支持政策相衔接，构建系统化、

规范化、长效化政策制度和工作推进机制。

（三）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到 2026 年，全省畜间布病总体流行率有效降低，

牛羊群体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个体阳性率控制在 0.3%以下，全

省群体阳性率控制在 6%以下。

免疫指标：经县（市、区）、设区市批准同意并报省备案

的免疫奶牛场，规范开展免疫工作，群体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免疫奶牛场备案率 100%，免疫建档率 100%，免疫

评价工作开展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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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指标：布病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工作扎实推进，80%

以上的牛羊种畜场（站）建成省级或国家级布病净化场、无疫

小区；30%以上的规模奶牛场达到净化或无疫标准；每年建成 3

个以上（含 3 个）省级或国家级布病净化场、无疫小区。

宣传培训指标：从事养殖、运输、屠宰等相关重点职业人

群的布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90% 以上，基层动物防疫检疫人员

的布病防治知识普及覆盖面达 95%以上。

能力建设指标：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均具备开展布

病血清学确诊检测能力。

二、重点任务

（一）监测排查。各地按照监测计划要求加强布病日常监

测，根据流行程度确定监测数量和频次，扩大覆盖面，及早发

现并剔除阳性个体。建立日常排查制度，对调入牛羊、引起人

感染布病和高流产率畜群以及其他可疑情况，及时开展排查、

隔离、采样、检测和报告等工作。对阳性场群，有针对性地持

续开展全群跟踪监测，确保覆盖区域内所有存在阳性个体和造

成人感染情况的场群。

（二）免疫审批。布病防控高风险地区，以规模养殖场为

单位，经县（市、区）、设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并

报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后，对奶牛进行布病免疫。对公

司+农户模式的奶牛养殖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统一提

出申请。强化审批和备案管理，健全免疫档案，开展免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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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免疫密度和效果，提升奶牛群体抵抗力，切实打牢布病防

控基础。指导相关地方和规模奶牛养殖场按照《家畜布鲁氏菌

病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免疫，加强重点区域养殖场免疫情

况监督抽检。支持和引导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布病免疫、

检测等防疫工作。

（三）消毒灭源。定期集中组织开展牛羊养殖、运输、屠

宰、无害化处理等关键场所和环节“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

动，有效消灭传染源。指导牛羊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

等场所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人员、物流隔离和消

毒措施，及时对污染的场所、用具、物品进行彻底清洗，开展

消毒评价，不断提高生物安全水平。

（四）净化无疫。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动物疫病净

化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以种畜场、奶畜场和规模牛羊场

为重点，全面开展布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建设，每年建成评估

一批高水平的布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推动国家级牛羊养殖标

准化示范场、休闲观光牧场等开展布病净化。鼓励具备条件的

地区和企业，开展连片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通过以点带面，

逐步推开，全面提升养殖环节布病防控能力和区域布病综合防

控水平。

（五）检疫监督。进一步落实检疫申报制度，建立防疫检

疫工作联动机制。强化牛羊产地检疫，推动疫病监（检）测、

免疫等工作与检疫工作有效衔接，规范检疫出证，严把产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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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关。加强牛羊屠宰检疫，按照有关屠宰检疫规程要求，突出

做好宰前检查、检疫结果处理等关键环节工作，切实提高检疫

效能。强化落地监管，监督养殖主体和贩运人严格落实落地报

告制度，实现动物调运启运地、途经地、目的地全程可追溯。

探索利用“牧运通”“江苏智慧畜牧”等信息化载体和手段，

深入推行检疫信息化，实现检疫监督全链条信息闭环管理。

（六）调运监管。全面实施畜禽运输车辆和人员备案制度，

充分发挥入苏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作用，加强活畜跨区域

调运监管，防止畜间布病跨区域传播。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

号要求，除布病无疫区、无疫小区、净化场，以及用于屠宰和

种用乳用外，跨省及省内跨地区调运活畜时，禁止布病易感动

物（牛、羊）从高风险区域（免疫区、场）向低风险区域（非

免疫区、场）调运。对外省入苏活畜，省际动物卫生监督检查

站把好入省检查关；对出省和省内跨地区调运活畜，各地把好

产地检疫准出关。切实理顺地方行业监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关系，

推进行刑衔接，加大对违法违规调运行为的打击力度。

（七）疫情处置。严格按照《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

范》要求处置疫情，对发病以及非免疫地区、非免疫场的监测

阳性动物严格进行扑杀，对同群动物进行隔离监测，对病畜圈

舍环境、集中放牧区域、被污染的场地等进行规范消毒，对扑

杀动物、流产物、被污染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阳性率较高

的场群，应及时剔除阳性动物，必要时可申请开展免疫或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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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在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探索开展阳性动物

集中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试点。

（八）宣传培训。会同各地卫生健康、林业等有关部门利

用多种手段进行布病防治政策和措施宣传，科普布病防治知识。

对消费群体，倡导养成健康消费习惯，不食用未熟制的牛羊肉，

不饮用未消毒杀菌的生奶。对从事养殖、运输、屠宰等重点人

群开展专门宣传，不断强化防范意识，指导做好消毒、隔离等

防护措施。对动物防疫检疫人员，组织开展集中培训，熟练掌

握布病疫苗接种和防护用品使用要领，确保操作规范，防护到

位。

（九）效果评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组织辖区内县

级农业农村部门评估布病防控效果，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防

控策略和措施。定期开展畜间布病流行病学调查，掌握本地区

布病疫情发生规律、流行趋势和风险因素，对免疫状况、调运

情况、流行动态和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及时对疫情进行预

警。对布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防控效果较差的地区，及时

予以通报、督促抓好整改，对防控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指导。各地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属地管

理责任，成立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的畜间布病防控领导小组，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分解目标任务，强化督促指导，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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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省级将根据农业农村部工作安排，

结合春秋防检查，定期调度和通报有关情况，并根据农业农村

部相关政策，将结果与动物防疫补助等项目经费分配挂钩。

（二）强化经费保障。各地要将畜间布病防控所需经费纳

入本级财政预算，合理安排和使用相关动物防疫补助经费，重

点保障监测净化、消毒灭源、宣传培训、评估指导等工作需要。

将布病防控与畜牧业发展支持政策结合，对通过评估的布病无

疫区、无疫小区和净化场实施以奖代补。经审批同意并备案后

实施免疫的规模奶牛场，其免疫所需相关经费自行承担，同时

要切实履行防疫主体责任，做好免疫器材、卫生防护用品等各

项准备工作。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奶牛布病保险，作为强制

扑杀补助的有效补充。

（三）强化技术支持。省级组建布病防控技术专家团队，

建立防控专家咨询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疫情风险研判；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做好布病监测、免疫技术指导、防控技术推

广和防控效果评估等工作，组建布病防控应急专业队伍，加强

人员培训，提高综合防控水平和服务能力。

（四）强化措施联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与卫生健康、

林业、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协调，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和联

席会议制度，加强工作交流，强化疫情会商、信息沟通、措施联

动。建立疫情联合调查和处置机制，定期对布病防治工作情况进

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效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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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进展反馈。各地要根据本方案细化各项措施，

制定本地布病防控行动方案，及早做好免疫规模奶牛场逐级报

批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前将行动方案拟

审批同意的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书面报我厅，电子稿同时发送

邮箱 jssnlt@126.com。2023-2026 年每年 1 月 10 日前，将上一

年度布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报我厅，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变化

情况一同报送。

附表：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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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统计表

所在市 所在县 地址（到村） 场名 经度 纬度 存栏量 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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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6 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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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免疫规模奶牛场名单

所在市 所在县 地址（到村） 场名 经度 纬度 存栏量 联系人及电话

无锡市 江阴市 华士镇华益村 江阴市天资华科奶牛养殖场 120.955 31.404444 495 戴彩英 13584163278

南通市 海安市
高新区胡集街道

胡集村 5组
海安市向阳奶牛场 120.371389 32.528889 1620 陈向阳 13813740799

盐城市 东台市 东台镇东丰村 江苏宇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东丰牧场 120.29 32.51 1160 单永生 13962036509

盐城市 东台市 东台镇吕港村 丁俊峰奶牛场 120.20 32.48 160 丁俊峰 13962096722

徐州市 铜山区 单集镇黄集村 徐州徐牛养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7.642519 34.12889 500 李亮 13852430341

徐州市 铜山区 柳泉镇前亭村 铜山区金牛养殖场 117.288472 34.405655 150 张义成 13775988185

徐州市 铜山区 柳泉镇高皇村 铜山县牵农奶牛场 117.314435 34.507054 660 梁正勤 15996950962

徐州市 铜山区 棠张镇位河村 徐州犇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17.288057 34.157298 395 付振科 15996968999

徐州市 铜山区 张集镇二陈村 徐州万荷奶牛专业合作社 117.345833 34.12 376 刘洵 13813290200

徐州市 铜山区 张集镇城头村 铜山县纪元奶牛专业合作社 117.433056 34.161111 221 杨孝玉 1368514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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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市 所在县 地址（到村） 场名 经度 纬度 存栏量 联系人及电话

徐州市 铜山区 张集镇杨楼村 维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17.617778 34.183333 1504 朱修良 13305205099

徐州市 铜山区 何桥镇庄里砦村 徐州成丰畜牧有限公司 116.92518 34.428072 1800 余义龙 15162231999

徐州市 新沂市 北沟街道长江路 徐州卫岗牧业有限公司 118.40145 34.360061 1070 徐鹏 15751767703

徐州市 睢宁县 官山镇龙山村 徐州市永浩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117.886655 33.81844 4000 陆华 13524855035

宿迁市 泗阳县 爱园镇晏钱村 泗阳县一品牧业有限公司 118.7875 33.914167 498 葛飞 18118068899

宿迁市 泗阳县 王集镇集东村 宿迁市锡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118.756389 33.863611 1850 陈惠明 13601825973

宿迁市 泗阳县 穿城镇大元村 泗阳县锡源牧业有限公司 118.698333 33.880555 496 高斌 15189083767

宿迁市 宿城区 中扬镇程庄村 宿迁市长安牧场 118.50542 33.65960 980 朱明 18851586661

宿迁市 宿城区 陈集镇徐元村 宿迁市梁鸿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18.313 33.677 700 朱龙 1895137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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