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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运政办发〔2021〕73 号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运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8 年 11 月 22 日《运城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

（运政办发〔2018〕73 号）同时废止。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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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扑灭全市突发动物疫情，最大程

度地减轻突发动物疫情对畜牧业、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人

民身体健康安全，编制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山西省突发重大动物

疫情应急预案》《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西省动物防疫

条例》《运城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协调联动、分级负责，预防为主、群

防群控。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运城市范围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

康严重损害和畜牧业生产严重损失的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

作。

2 应急指挥体系

全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体系由市、县两级指挥部及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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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组成。

2.1 市较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

指 挥 长：市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市长。

副指挥长：市政府协管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应

急局局长、运城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武警运城支队副队长。

成 员：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

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

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应急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邮政管理局、运城海关、运城

银保监分局、大秦铁路公司侯马车务段、运城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武警运城支队、市民航机场建设中心。根据疫情处置实际情况，

指挥长可抽调相关市直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

市较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兼任。市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在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领

导下开展工作。职责详见附件2。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成立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组织和指

挥本辖区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2.2 现场指挥部

市指挥部视情况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突发动物疫情的现场

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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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卫生防疫组、新闻报道组、治安保卫组等6个工作组。各工

作组的设立及人员组成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并吸收相关县

（市、区）工作人员。工作组组成及职责见附件3。

3 监测、预警与报告

3.1 疫情监测

市、县两级农业农村、卫健、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以及海

关要建立突发动物疫情监测、报告网络体系。按照有关规定，结

合本辖区实际，组织开展动物疫病的监测工作，加强对监测工作

的管理和监督，保证监测质量。

3.2 疫情预警

3.2.1 预警发布

市指挥部办公室根据监测信息，按照突发动物疫情的发生、

发展规律和特点，分析其危害程度、发展趋势，按照国家明确的

标准及时做出相应级别的预警。

3.2.2 预警响应

接到预警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1.组织做好本区域应急处置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准备；

2.开展对养殖、运输、屠宰和市场环节的动物疫情监测和防

控工作，防止疫病的发生、传入和扩散；

3.开展动物防疫知识宣传，提高公众防控能力。



— 5 —

3.2.3 预警解除

当突发动物疫情风险预警具备解除条件后，由发布应急响应

的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结束应急响应。有关方面解除已经采取的预

警响应。

3.3 信息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

发动物疫情及其隐患，有权向上级政府部门举报不履行或者不按

照规定履行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理职责的部门、单位及个人。

3.3.1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

从事动物疫病监测、检测、检验检疫、研究、诊疗以及动物

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3.3.2 报告内容和形式

报告的内容包括：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病的动物种类

和品种、疫点动物数量、动物来源、临床症状、发病数量、死亡

数量、是否有人员感染、己采取的控制措施、疫情报告的单位和

个人、联系方式等。

报告形式：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报告疫情；

其他责任报告单位和个人以电话或书面形式报告。

3.3.3 报告时限和程序

发现可疑动物疫情时，必须立即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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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报告。接到动物疫情报

告的单位，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诊断，认定为疑似重大动物疫情的，

应当在 0.5 小时内将疫情逐级报至市农业农村部门、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市

农业农村部门、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0.5

小时内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和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市指挥部

办公室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0.5 小时内报市委、市政府和省农业农

村厅。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认定为疑似重大动物疫情的应立即按要求采集病料样品送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认定。

4 应急响应

4.1 先期处置

在发生疑似疫情时，事发地指挥部进行先期处置，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分析疫源及其可能扩散、流行的情况。在疑似疫

情报告的同时，对发病场(户)实施隔离、监控，禁止动物及其产

品、饲料及相关物品移动，进行严格消毒等临时处置措施，限制

人员流动。对可能存在的传染源，以及在疫情潜伏期和发病期间

售出的动物及其产品、被污染或可疑污染的物品(包括粪便、垫

料、饲料等)，立即开展追踪调查，并按规定进行彻底消毒和无

害化处理。必要时可以采取封锁、扑杀等措施。

4.2 分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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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动物疫情严重程度、发展态势和应对工作的需要，按照

分级响应原则，市级响应由低到高设定三级、二级、一级3个响

应等级。动物疫情发生后，依据响应条件，启动相应市级响应。

各等级响应条件详见附件4。各县（市、区）指挥部按照动物疫

情严重程度、发展态势和应对工作的需要，确定本级应急响应级

别和响应措施。

4.2.1 三级响应

符合三级响应条件时，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启动三级响应。

市指挥部办公室加强对疫情发生地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的督

导，及时组织专家对地方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支

持，并向市内有关地区发出通报，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

止疫情扩散蔓延。

4.2.2 二级响应

符合二级响应条件时，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向指挥长报告，

由指挥长决定启动二级响应。

1.市指挥部组织疫情分析会商，向疫区派出工作组指导工

作。向市委、市政府、省农业农村厅报告有关情况。

2.市指挥部办公室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疫情发展变化，并

派专家组赴疫区组织指导疫情处置。

4.2.3 一级响应

符合一级响应条件时，指挥长向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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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建议总指挥启动一级响应。

1.市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工作，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

工做好相应应急处置工作，指挥各县（市、区）落实应急措施。

向市委、市政府、省农业农村厅报告有关情况。

2.市指挥部组建现场指挥部，研究制定疫情处置方案，并根

据疫情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方案。

3.市指挥部调运应急物资，组织周边地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针对性开展防疫知识宣教，提高群众防控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保障商品供应，维护社会稳定。

4.3 响应措施

应急响应启动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对疫区

实施封锁。封闭被动物疫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对疫点

扑杀并销毁染疫动物和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对病死动物、动物排

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被污染的

物品、用具、动物圈舍、场地进行严格消毒。对疫区按规定扑杀

并销毁染疫和疑似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销毁染疫及疑似染疫

动物产品，对易感动物进行监测，按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对

动物圈舍、动物排泄物、被污染饲料、垫料、污水及其他可能受

污染的物品、场地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对受威胁区的易感动

物严格按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关闭规定范围内动物及动物产

品交易市场，禁止易感动物进出疫区和相关动物产品运出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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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进出疫区的交通工具进行检查

和消毒。按国家规定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4.4 安全防护

疫情应急处理人员应针对动物疫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采取

安全防护措施。

4.5 响应结束

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

制、消除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指挥部宣布结束应急响应。市指

挥部要与县级指挥部做好各项工作交接，必要时留专人负责协助

县级指挥部做好后续工作。

5 后期处置

5.1 调查与评估

突发动物疫情扑灭后，市、县两级指挥部组织有关人员对突

发动物疫情的处置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疫情基本

情况，疫情发生的经过，现场调查及实验室检测的结果，疫情发

生的主要原因分析及结论，疫情处置经过、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效

果，人员、装备、物资使用情况，应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以及针对本次疫情的暴发流行原因、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

难等提出改进建议和应对措施，疫情处置经验教训、对策和建议。

5.2 灾害补偿

按照各种动物疫病灾害补偿的规定，确定补偿标准，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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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偿。

5.3 抚恤和补助

对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抚恤和补助。

5.4 恢复生产

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取消贸易限制及流通

控制等限制性措施。根据重大动物疫病的特点，对疫点和疫区进

行持续监测，符合要求的，重新引进动物，恢复生产。

6 应急保障

6.1 信息及通讯保障

市、县两级通信运营部门保障动物疫情应急信息传递的畅

通，确保复杂情况下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相关信息。

6.2 应急队伍保障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队伍，由

农业农村、应急、卫健、规划和自然资源、公安、市场监管、军

队、武警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并保持相对固定。

6.3 交通运输保障

公路、交通、航空、铁路保障应急处置人员以及疫苗、消毒、

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样本的优先通行。

6.4 医疗卫生保障

卫健部门负责开展人畜共患病的人间监测，会同农业农村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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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研判和联合防治。

6.5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武警部队要协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疫区封锁和强制

扑杀工作，做好疫区安全保卫和社会治安管理。

6.6 物资保障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建立紧急防疫物资储备库，储备足够的

药品、疫苗、诊断试剂、器械、防护用品、交通及通信工具等。

6.7 经费保障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为突发动物

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6.8 技术保障

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健全兽医诊断实验室，配备充

足的人员和设备。

7 培训和演练

7.1 宣传教育

市、县两级指挥部对社会公众广泛开展突发动物疫情应急知

识的普及教育，宣传动物防疫科普知识。

7.2 培训和演练

市、县两级指挥部组织动物疫情处置队伍开展突发动物疫情

应急处置专业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工作，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组织专业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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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名词术语

我国尚未发现的动物疫病:是指疯牛病、非洲马瘟等在其

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在我国尚未发生过的动物疫病。

我国已消灭的动物疫病:是指牛瘟、牛肺疫等在我国曾发生

过，但己消灭净化的动物疫病。

暴发：是指在一定区域，短时间内发生波及范围广泛、出现

大量患病动物或死亡病例，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常年的发病水平。

疫点：患病动物所在的地点划定为疫点，疫点一般是指患病

畜禽所在的畜禽场(户)或其他有关屠宰、经营单位。

疫区：以疫点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疫区，疫区

划分时注意考虑当地的饲养环境、天然屏障(如河流、山脉)和交

通等因素。

受威胁区：疫区外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受威胁区。

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制定，由市政府批准后印发实

施。根据突发动物疫情的形势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其他特

殊情况，对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

8.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8.4 预案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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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响应程序示意图

2.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3.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现场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4.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市级应急响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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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响应程序示意图

疫情监测

值班室信息

接收与处理

指挥部分析疫情

启动应急响应

采取响应措施

指挥部领导和专家

赶赴现场

处置结束，符合市级

响应结束条件

后期处置

应急队伍保障

交通运输保障

治安保障

医疗卫生保障

二级响应

一级响应

现场指挥部

结束响应

疫情处置
新闻报道组

综合协调组

应急处置组

卫生防疫组

治安保卫组

技术专家组

三级响应

物资保障

经费保障

技术保障

信息及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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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指挥部及成员单位 工 作 职 责

市指挥部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动物疫情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市动物疫情防范控制工作，制定动物疫

情总体规划、重要措施，组织指挥较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决定市级层面较大动物疫情响应级别并组织落

实响应措施，颁布临时规定，依法实施管理、限制等措施，指导协调较大动物疫情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

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交办的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其他重大事项。

市指挥部办公室

承担较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制定、修订突发动物疫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动物疫情监测预警

和防范治理工作，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应对动物疫情事件专项训练，协调各方面力量参加较大动物疫情

控制、扑灭行动，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较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组织较大动物疫情

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报告和发布较大动物疫情信息，指导县（市、区）、运城开发区做好动物疫情应对

等工作。

市委宣传部 根据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道，积极引导舆论。

市发展改革委 负责协调落实市级重要物资和应急储备物资动用计划和指令。

市公安局

负责组织和指导公安机关收集掌握疫情有关的社会动态和舆情信息，协助做好疫区封锁、动物扑杀等工作；

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置与疫情有关的突发事件；做好相关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审查受理和立案侦办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

市财政局
负责保障突发动物疫情预防、监测及应急处置所需经费，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做好经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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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及成员单位 工 作 职 责

市人社局 负责指导统筹县级人社部门做好参与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人员的工伤保险待遇保障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参与编制动物、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公共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及其运行维护、财政支持办法。

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细化完善餐厨剩余物收集、运输、存储和处理等环节全链条管理责任。

市交通局
负责协调保障应急处置人员以及疫苗、消毒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样本的公路运输车辆优先通行，

协助设立临时检查消毒站。

市农业农村局

承担市较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全市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各

项工作；负责组织制订疫情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和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在市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

实施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限制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出入等控制扑灭措施。

市卫健委 负责疫区内人员防护技术指导，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医学观察和病人救治工作。

市应急局 负责组织、指导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活畜禽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食品安全监管和市场监管工作。

市商务局 负责突发动物疫情期间日常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和供应情况的监测，协调组织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的资源调查和疫病监测；发生陆生野生动物疫情后，及时上报市指挥部；在市

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隔离控制等措施。

市邮政管理局 负责做好邮寄动物产品的查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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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及成员单位 工 作 职 责

运城海关 负责做好出入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工作。

运城银保监分局 负责协调组织指导承保保险公司做好理赔服务工作。

大秦铁路公司侯马车

务段
负责协助做好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人员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样本的铁路运送。

运城军分区战备建设

处
组织民兵、驻运部队参与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武警运城支队 根据市指挥部的要求，组织所属部队参与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市民航机场建设中心 负责协调航空公司做好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人员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样本的航空运送。

市民政局
负责因遭遇突发动物疫情事件，人身、财产受到严重损害，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

采取临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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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现场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工作组 单 位 工作职责

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应急物资筹集、发放、管理、运输车辆优先通

行工作，保障应急所需经费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协调

组织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落实应急处置人员工

伤待遇政策。

成员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交通局、市应

急局、市商务局、市民政局、大秦铁路公司侯马车务段

应急处置组

牵头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组织落实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措施。
成员单位

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运城

海关、运城银保监分局

技术专家组
牵头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对突发动物疫情处置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制

订突发动物疫情应急技术方案。成员单位 市卫健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卫生防疫组

牵头单位 市卫健委
组织疫区卫生防疫、医疗救护和人畜共患病防疫工

作。成员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运城海关

新闻报道组

牵头单位 市委宣传部 负责应急新闻报道，做好媒体记者的组织、管理和

引导工作，积极引导舆论，关注舆情动态，根据相关部

门提供的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成员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局

治安保卫组

牵头单位 市公安局
负责突发动物疫情处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成员单位 武警运城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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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运城市突发动物疫情市级应急响应条件
三级响应 二级响应 一级响应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启动三级响应：

1.高致病性禽流感 21 日内，在市内１个县

级行政区域发生疫情，或疫点数 2 个以上；

2.口蹄疫 14 日内，１个县级行政区域发生

疫情，或疫点数达到 2个以上；

3.1 个平均潜伏期内，2个县发生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疫情，或 1个县域内

疫点数达到 10 个以上；

4.1 个平均潜伏期内，3个以下县发生布鲁

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

病暴发流行；

5.经市指挥部认定的其他需要启动三级响

应的情形。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启动二级响应：

1.高致病性禽流感 21 日内，在市内 2

个以上县发生疫情，或疫点数 3 个以上；

2.口蹄疫 14 日内，2 个以上县发生疫

情，或疫点数达到 5个以上；

3.1 个平均潜伏期内，3 个以上县发

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疫情，

或疫点数达到 10 个以上；

4.1 个平均潜伏期内，3 个以上县发

生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

二类动物疫病暴发流行，或动物发生的人

畜共患病引发人感染病例；

5.在 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出

现动物不明原因大规模死亡；

6.经市指挥部认定的其他需要启动

二级响应的情形。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启动一级响应：
1.高致病性禽流感 21 日内，全市 3 个以上

县或 2个以上县连片发生疫情，或疫点数达到

5个以上；

2.口蹄疫在 14 日内，全市有 2 个以上相邻

县或者 5 个以上乡（镇）发生疫情，或有新的

口蹄疫亚型出现并发生疫情；

3.1 个平均潜伏期内，全市有 5 个以上县

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疫情，

或疫点数达到 12 个以上；

4.小反刍兽疫在全市有 1 个以上县发生疫

情；

5.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

兽疫、炭疽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种、毒种

丢失或泄漏事件，造成人员感染；

6.1 个平均潜伏期内，布鲁氏菌病、结核

病、狂犬病、炭疽等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波

及 5 个以上县（市、区），或二类动物疫病中

的人畜共患病发生多起感染人的病例，并在一

定时期内病例数出现暴发性增长；

7.经市指挥部认定的其他需要启动一级响

应的情形。

备注：1.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响应分级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2.表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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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1年 12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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