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牧院政〔2017〕22 号 
 
 
 
 

关于审核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7年省级农民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 

关键技术培训方案》的请示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根据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和山东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2017 年省级农民培训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农财字〔2017〕23 号）文件和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委托协议要求,结合我院实际，

经过认真调研，特制订《2017 年省级农民培训-村级

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方案》，请予审核。 



 

 

附：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7 年省级农民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方案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7年 4月 13日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4月 13 日印

发 



 

附：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7 年省级农民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方案 
 

根据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和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2017年省级农民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鲁农财字〔2017〕23号）文件和山东省动物卫生监

督所与我院委托协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经过认真研究，

制定本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及任务 

按照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和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2017 年省级农民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鲁农财字〔2017〕23 号）要求，以提高村级动物防

疫员科技素质、职业技能为核心，实施“科教兴农、人才强

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战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工

作，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保质保量完

成 2017 年度村级动物防疫员行业关键技术培训任务，着力

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的动物防疫员队伍，为加强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保护现代化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强免疫苗管理、部分重大

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疫情报告、免疫副反应处理及动物免疫

接种技能操作等，重点强化实践技能操作和动物免疫流程规

范。每期具体培训日程安排如下： 

时   间 培训内容 

第一天 下午 报到 

第二天 
上午 

1.开班典礼 

2.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强免疫苗管理 

下午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 

第三天 
上午 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治技术规范 
下午 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 

第四天 

上午 

1.动物疫情报告 

2.免疫副反应的应急处理 

3.患病动物无害化处理 

4.技能操作（理论讲授 ） 

下午 

家禽及猪免疫技能和个人防护操作练习 

1. 免疫接种前的准备（包括个人防护操作）、发放免

疫操作流程明白纸 

2. 免疫接种 

3. 免疫记录及免疫档案的建立 

第五天 
上午 

牛羊免疫技能操作练习 

1.免疫接种前的准备 

2.免疫接种 

3.免疫记录及免疫档案的建立 

下午 参观校动物医院或规模场、调查问卷和考试考核 

第六天 上午离校 

备注：每期技能操作分三个组。 

（二）培训方式 



 

实行分区域组织安排集中培训，采取专题讲授、多媒体

教学、学员互动交流、实习教学、模拟课堂、参观动物医院

或规模场等多种培训方式,重点开展免疫操作技能的规范性

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技术规范等动物防疫关键技术知识的

培训。 

（三）培训管理 

1、加强工作人员管理 

培训办公室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细化工作任务，做

好人员分工，责任到人。工作人员根据任务分工，做好每一

项工作。 

2、加强学员组织 

由省畜牧兽医局下发通知，各市畜牧兽医局按照通知要

求做好学员的推荐、报名组织工作，并为学院开展培训提供

便利条件。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负责与各市畜牧兽医局对

参训学员信息进行核对，并对学员进行统一安排，科学组织、

保质保量完成本次培训。 

3、加强学员管理 

建立健全学员管理相关制度，强化学员管理，确保培训

工作顺利进行。学员必须严格遵守《2017年省级农民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班级管理制度》（见附件 1）

和《2017年省级农民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班

学员守则》（见附件 2）。学院按照《2017年省级农民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指南》（见附件 6）安排培训

期间的学习及生活。 

培训期间安排考核及考试，内容包括：防疫档案规范填

写、免疫注射技能、个人防护操作及副反应处置、冷链运输

常识等。考核考试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 

4、加强教师管理 

（1）从学院和社会选聘专业知识扎实、有丰富实践经

验的教师和行业专家、基层工作能手，组建师资队伍。 

（2）在培训工作开始之前，学院培训办公室负责组织

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明确培训目的和意义，把握教学的重点

和难点，确定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审核并收集教师的授课

课件（主要师资情况见附件 5）。 

5、编印培训教材 

编写科学、系统、规范、通俗易懂的村级动物防疫员培

训教材，编印免疫流程明白纸。教材、明白纸免费发放给每

一位参训学员。 

6、建立培训档案 

（1）建立培训台帐。建立《2017 年新型农民培训--村

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台账》（见附件 4），记录每次

培训的开展情况；同时建立学员电子台账（见附件 7），详

细登记学员姓名、性别、文化程度、身份证号、培训产业、

培训时间、联系电话等情况，加强跟踪服务和管理。 



 

（2）建立培训过程档案。实行培训对象签到、培训老

师签字、培训现场各环节照片留存等制度，加强对培训过程

档案资料的管理。 

培训结束后，学院自觉接受省畜牧兽医局对培训台账、

培训过程档案等档案材料的审核。 

7、建立培训跟踪服务机制 

在培训期间和培训结束之后，建立跟踪服务的长效机

制。一是在培训期间，做好学员问卷调查，及时掌握学员学

习、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二是培训结束后，抽选部分学员，

适时开展培训后的跟踪调研活动，并组织以任课教师和学院

部分教师为主的专家服务团队，根据学员需要及时进行指导

服务。及时总结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工作的先进做法与经

验，以及村级动物防疫员在基层防疫工作、带领群众致富等

方面的典型事迹，积极进行推广宣传。 

三、 培训计划安排 

根据培训项目要求和期次人数，统筹规划，避开农忙和

春秋防疫集中免疫时间，科学合理地做好期次计划安排，每

期培训时间为 4天，共分八期完成。具体期次安排计划如下： 

期数 时间 学员来源（人） 总数（人） 

第一期 2017.5.8—5.13 济南市 

 

105 

第二期 5.15—5.20 泰安 92. 莱芜 11 

 

 

 

 

 

103 

第三期 5.22—5.27 聊城市 119 

第四期 6.5—6.10 济宁市 100 

第五期 6.12—6.17 济宁市 44. 枣庄市 65 109 



 

第六期 6.19—6.24 德州市 100 

第七期 6.26—7.1 德州市 99.菏泽市 20 119 

第八期 7.3—7.8 菏泽市 120 

合计   875 

四、 严格经费使用 

（一）学院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山东省2017年省级农民

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农财字〔2017〕23号）文件

及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山东省新型农民培

训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鲁财农〔2013〕30号）等文件有关

规定，加强对培训补助资金的管理，由学院财务处统一管理，

对培训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二）培训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授课教师的讲课费、食宿

费、交通费，学员的食宿费、误餐交通补助，以及实习实训、

参观交流、培训场所租用、培训资料和耗材购置、培训证书

印制、组织招生、认定管理、跟踪服务、信息化手段利用等

方面的支出（见附件8）。 

（三）学员误餐交通补助费按照地市点对点计算200公

里以内为100元，每增加100公里提高补助50元。（培训班结

束时以现金形式发给每个学员）。 

五、 强化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顾  问：曲国庆  郑立森 

组  长：周其虎 



 

组  员：张春光  李 舫  魏伟国  臧智强  李 金 李

汝春 

2、成立培训工作办公室 

主  任：张春光 

成  员：鞠秋芬 卜善磊  刘玉福  马廷法 王子强 王

金成 

 申  颖 

3、每期设立班主任 

班主任人员：王金成 

（二）加强组织监管 

学院切实加强对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项目的监管和监

督检查。培训期间，学院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抽查等形

式对培训方案实施、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工作措施及受训

对象满意度和实际收益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

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经常性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项目任

务完成后，认真开展自查和检查，做好项目的台账及档案管

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自评等工作，并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监督检查，做好绩效评价和检查验收等相关工作。同时，

及时对整个培训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形成书面总结报告（包

括专项培训补助经费使用情况）以文件形式上报省动物卫生

监督所。 

六、其他培训事项 

（一）培训地点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南校区）接待服务中心（潍坊

市胜利东街 88号）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金成  鞠秋芬 

联系电话：0536-3086412   0536-3086312   

15905362115 

电子邮箱：sdmyjqf@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