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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文件

农牧发〔圆园员怨〕猿源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屠宰监管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厅（ 局、委），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今年 源月以来，各地按照我部统一部署，开展了落实生猪屠宰

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和官方兽医派驻制度百日行动，生猪屠宰企业非

洲猪瘟防控能力逐步提升，官方兽医派驻制度全面落实，生猪屠宰

管理秩序进一步规范。但一些地方仍存在小型生猪屠宰场点过多、

设施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肉品品质检验落实不到位、停产企业

违规生产、私屠滥宰时有发生等问题。为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维护

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现就加强生猪屠宰监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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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生猪屠宰企业监管

（ 一）从严审批定点企业。小型生猪屠宰场点，以县为单位计

算，只减不增。其余生猪屠宰企业设立，必须符合发展改革委《 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圆园员员年本）》（圆园员猿年修订）中规定的“ 设计

年屠宰生猪能力不低于 员缘万头”和省级人民政府设置规划要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要组织严格审查；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

严格把关，并及时将新建生猪屠宰企业名单报我部公布。

（ 二）开展重点地区企业资格复核。各地要按照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 圆员圆号公布的名单，重点组织对生猪屠宰企业数量超过 员园

个的县（ 市、区）开展自查，坚决关停环保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屠

宰设施设备陈旧、屠宰工艺落后等问题企业。在各地自查基础上，

我部将于 员员月中旬组织专家逐县开展复核，主要复核生猪屠宰企

业资质情况、环保设施设备情况、屠宰设施设备与屠宰工艺匹配情

况、动物防疫条件情况以及肉品品质检验实施情况等，对问题严重

的企业，一律予以关停，并向全国通报。

（ 三）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各地要督促生猪屠宰企业落实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完善肉品品质检验制度，按要求配备肉品品质检

验员，按规程实施肉品品质检验。提供代宰服务的企业要切实落

实生猪入场查验、肉品品质检验、出厂检查、无害化处理以及车辆

进出场消毒等要求。对于不按规定实施肉品品质检验、代宰户直

接宰杀生猪、出租出借场地等行为的，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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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按照我部公告要求，尽快实现生猪屠宰企业名单与动物检

疫证明电子出证系统关联，从明年 员月 员日起，凡不在名单内的生

猪屠宰企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得派驻官方兽医，严禁出具动物

检疫证明。

二、严格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

（ 一）规范非洲猪瘟自检要求。各地要督促生猪屠宰企业建

立健全非洲猪瘟自检制度，按照“ 批批检、全覆盖”原则开展非洲

猪瘟检测。要确保使用我部批准的或经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评价后公布的诊断试剂。要规范检测操作程序和检测报告格式

内容，明确样品和检测记录、检测报告保存期限等。

（ 二）提升屠宰企业检测能力。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要加强对生猪屠宰企业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建设的指导，细化

采样规范和检测技术要求，在 员员月底前对所有生猪屠宰企业以及

承担生猪屠宰企业委托检测的单位开展一次比对实验，不合格的，

要立即停业整顿。市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组织对 圆园员怨

年 缘月 员日以来生猪屠宰企业留存样品按照不少于 猿豫的比例进

行抽检，发现检测结果不准确的，按照 员园豫比例再行抽检，对于检

测结果出现严重失真的生猪屠宰企业，一律予以关停。

（ 三）严格检出阳性的后续处置。生猪屠宰企业检出非洲猪

瘟病毒核酸阳性样品的，要按规定程序上报并规范处置，严禁相关

生猪及其产品流入市场。对流通、加工环节检出的非洲猪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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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阳性样品溯源到的屠宰企业，一律停产 员缘天，经严格消毒、检

测评估后恢复生产，对扑杀的生猪、销毁的生猪产品不予补偿。对

溯源到的屠宰企业，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组织开展飞行

检查，检查情况向全国通报。

三、严厉打击生猪屠宰违法犯罪行为

当前，各地要按照中共中央纪委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总体

部署，切实做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开展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中的生猪屠宰专项整治活动。要压实地

方政府责任，对于不担当、不作为，在清理关停不符合要求屠宰企

业的工作中打折扣、搞变通、降标准，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的，要配合

纪监部门严肃问责。要高度重视当前猪价高企情况下，受高额利

益驱使，屠宰环节违法犯罪行为易发高发的隐患，保持对私屠滥

宰、注水注药、屠宰病死猪等违法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要加强日

常监管，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重点时间段的巡查、暗访力

度。要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嫌犯罪案件线

索，并在技术支持等方面全力配合好公安机关办案。要配合市场

监管部门做好市场经营环节“ 两章两证”查验后的确认工作，并做

好证章标志追溯工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律从严处理。

四、进一步规范动物检疫秩序

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严格按规程开展动物检疫工作，对

符合条件、依法合规调运的生猪和生猪产品，不得以保障本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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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拒绝出具跨省调运动物检疫证明；不得通过暂停动物检疫出

证等方式限制生猪和生猪产品流通；不得违规收费或倒卖动物检

疫证明，扰乱正常市场流通秩序。各地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一经

发现上述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进行通报。

附件：重 点 开 展 检 查 复 核 县（ 市、区 ）及 生 猪 屠 宰 企 业 数 量

名单

农业农村部

圆园员怨年 员员月 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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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开展检查复核县（ 市、区）及

生猪屠宰企业数量名单

序号 省 市 县 企业数

员 安徽 合肥市 肥东县 员员

圆 广东 茂名市 高州市 圆员

猿 广东 东莞市 员怨

源 广东 湛江市 雷州市 员怨

缘 广东 茂名市 信宜市 员怨

远 广东 茂名市 化州市 员愿

苑 广东 茂名市 电白区 员苑

愿 广东 湛江市 徐闻县 员苑

怨 广东 阳江市 阳春市 员远

员园 广东 湛江市 廉江市 员远

员员 广东 梅州市 五华县 员缘

员圆 广东 湛江市 遂溪县 员缘

员猿 广东 梅州市 兴宁市 员圆

员源 广东 茂名市 茂南区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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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市 县 企业数

员缘 广东 阳江市 阳东县 员员

员远 广西 钦州市 浦北县 员圆

员苑 河北 保定市 定州市 员园

员愿 河南 周口市 郸城县 员员

员怨 黑龙江 鸡西市 密山市 员园

圆园 湖北 武汉市 黄陂区 员怨

圆员 湖北 省直管县 仙桃市 员远

圆圆 湖北 随州市 随县 员源

圆猿 湖北 黄石市 大冶市 员圆

圆源 湖北 黄石市 阳新县 员园

圆缘 湖北 咸宁市 通山县 员园

圆远 湖南 衡阳市 耒阳市 员愿

圆苑 湖南 郴州市 安仁县 员园

圆愿 吉林 四平市 梨树县 员缘

圆怨 江西 赣州市 宁都县 员员

猿园 江西 上饶市 鄱阳县 员园

猿员 辽宁 铁岭市 昌图县 圆员

猿圆 辽宁 丹东市 东港市 圆园

猿猿 辽宁 葫芦岛市 建昌县 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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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市 县 企业数

猿源 辽宁 葫芦岛市 兴城市 员远

猿缘 辽宁 丹东市 凤城市 员缘

猿远 辽宁 铁岭市 开原市 员缘

猿苑 辽宁 鞍山市 海城市 员源

猿愿 辽宁 丹东市 宽甸满族自治县 员圆

猿怨 辽宁 沈阳市 新民市 员员

源园 辽宁 朝阳市 朝阳县 员员

源员 辽宁 鞍山市 岫岩满族自治县 员园

源圆 山东 临沂市 郯城县 员源

源猿 山东 临沂市 沂南县 员源

源源 山东 临沂市 沂水县 员源

源缘 山东 临沂市 平邑县 员圆

源远 山东 临沂市 兰山区 员园

源苑 四川 德阳市 中江县 源员

源愿 四川 绵阳市 三台县 猿苑

源怨 四川 资阳市 安岳县 猿源

缘园 四川 广元市 苍溪县 猿圆

缘员 四川 资阳市 雁江区 圆愿

缘圆 四川 遂宁市 射洪县 圆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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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市 县 企业数

缘猿 四川 眉山市 仁寿县 圆源

缘源 四川 资阳市 乐至县 圆圆

缘缘 四川 绵阳市 江油市 圆圆

缘远 四川 广安市 岳池县 圆员

缘苑 四川 广安市 邻水县 员怨

缘愿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员愿

缘怨 四川 遂宁市 大英县 员苑

远园 四川 宜宾市 宜宾县 员苑

远员 四川 德阳市 旌阳区 员缘

远圆 四川 遂宁市 蓬溪县 员缘

远猿 四川 泸州市 合江县 员缘

远源 四川 绵阳市 游仙区 员缘

远缘 四川 广元市 剑阁县 员猿

远远 四川 乐山市 井研县 员猿

远苑 四川 泸州市 泸县 员猿

远愿 四川 南充市 仪陇县 员圆

远怨 四川 泸州市 叙永县 员圆

苑园 四川 绵阳市 梓潼县 员圆

苑员 四川 乐山市 犍为县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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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市 县 企业数

苑圆 四川 宜宾市 兴文县 员员

苑猿 四川 乐山市 夹江县 员园

苑源 四川 南充市 高坪区 员园

苑缘 四川 宜宾市 南溪县 员园

苑远 四川 宜宾市 高县 员园

苑苑 四川 自贡市 荣县 员园

苑愿 四川 巴中市 平昌县 员园

苑怨 云南 曲靖市 宣威市 员圆

愿园 重庆 市辖区 涪陵区 员缘

愿员 重庆 綦江县 员员

愿圆 重庆 奉节县 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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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
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摇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圆园员怨年 员员月 源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