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牧院政〔2018〕59 号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关于报送《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方案》的 

报 告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根据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 2018 年畜牧兽医行

业关键技术培训的通知》（鲁牧质科市发〔2018〕5 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经费

支出范围的通知》（鲁牧质科市发〔2018〕17 号）文件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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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订了《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

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方案》，现予上报，请



 

审阅。 

 

附：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

技术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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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月 31日 



 

附：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方案 
 

根据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 2018年畜牧兽医行业关

键技术培训的通知》（鲁牧质科市发〔2018〕5 号）、《关于进

一步明确 2018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经费支出范围的通

知》（鲁牧质科市发〔201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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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紧紧围绕我省乡村振兴和畜牧业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任务，通过开展 2018 年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

培训，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努力培养一

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发展畜牧

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本次培训共培训村级动物防

疫员 3000 人(天) ，所有参加培训的村级动物防疫员，均经县

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遴选确定，现从事村级动物防疫工作，迫

切需要提高防疫技能，且自愿参加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本次



 

培训计划分 7 期，每期为期 4 天，共有东营、淄博、烟台、潍

坊、威海、日照、临沂、滨州等 8 个地市的 750 名村级动物防

疫员。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有关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国家和省强制免疫计划

以及强免疫苗管理；部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

疫、布鲁氏菌病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现阶段我国疫情形

势分析；动物疫情报告；免疫副反应处理；防疫人员个人防护；

强免疫苗及动物免疫接种技能操作；免疫档案管理；病害动物

无害化处理等内容。每期具体培训日程安排见附件 6。 

（二）培训方式 

本次培训采用课堂理论知识讲授、实践课堂教师示范操作、

学员动手操作等多种培训方式，利用猪、牛、羊、鸡等多种实

验动物，现场开展防疫专业技能教学，从前期准备、现场注射

等多个方面对学员进行讲授。在培训过程中，加强学员管理，

强化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传统教学与现代培训方式相

结合的培训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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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全面强化培训理论传授、教学指导及技能操作等各环节教学活

动。学院作为山东省唯一的国办畜牧兽医类普通高等学校，是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山东省示范高职院校，依托全国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山东省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农林牧渔

类国家级师资培训基地，师资力量雄厚、专业特色鲜明、实训

条件完备，为开展本次培训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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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执行本方案各项制度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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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组织工作，

并收集学员申请表（见附件 2），做好统计，报到当日由市局领

队交于培训办公室，同时为学院开展培训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负责与各市畜牧兽医局对接，进一步严

格身份审核并登记造册。加强对经市县审核通过，符合条件且

有参训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防疫员的参训管理。因年龄、身

份、 身体等不符合要求或不适合参加培训的，不得纳入培训范

围，保质保量完成本次培训。身份证号为外省的，经县级审核

通过后，相关的证明材料入档案留存。 

3.加强学员管理。建立健全学员管理相关制度，以县（市、

区）为小组，每天两次签到，强化学员考勤管理，及时向各领

队负责人公示考勤情况，督促各县（市区）的领队人员做好参

训人员管理，相关记录入档留存。学员必须严格遵守《2018 年

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班



 

学员须知》（见附件 1），服从培训期间学院的管理，并积极安

排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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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注射技能操作、理论知识测试等。根据综合评定情况，合

格者颁发结业证书。 

4.加强教师管理。 

（1）从学院和行业部门选聘熟悉“三农”、具有丰富专业

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和行业专家等作为培训师资力量，逐步

建立结构优化、质量优良、健全完备的师资体系，保证培训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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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件需紧扣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内容，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与现代培训方式相结

合，培训目的和意义明确，突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确保教学

内容及教学形式符合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 2018年畜牧

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的通知》（鲁牧质科市发﹝2018﹞5 号文）

要求，教师的授课课件审核通过后，建立授课老师教学资料电

子档案留存（主要师资情况见附件 4）。 

5.编印培训教材。编写和制作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

训专用教材和多媒体培训教材，要求科学规范、通俗易懂、图

文并茂、实用性强、针对性强、系统完整，免费发放给每一位

学员。 



 

6.建立培训档案。 

（1）建立培训台帐及电子培训台账。建立《2018年畜牧兽

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台账》（见

附件 3），记录每期培训的开展情况；同时建立学员信息台账（见

附件 5），详细登记学员姓名、性别、文化程度、身份证号、培

训时间、培训地点、联系电话等情况，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外省

人员在备注栏标注并审核，加强跟踪服务和管理。学员报到和

上课实行签到制，并安排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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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培训影像资料目录

（见附件 8），每期都按照目录对培训影像资料加以整理分类，

加强对培训过程档案资料（含影像、课件等）的管理。 

（3）建立经费支出档案。培训结束后，将培训经费收支情

况列明，形成总结，与其他培训档案资料统一保管。 

每一期培训结束 3 日内，将每期培训的档案资料，包括本

期工作小结、培训台账（包括电子台账）、签到簿、学员申请

表、课时内容安排、培训教材资料、考试试卷及调查问卷、学

员考勤记录、培训相关影像资料、培训有效票据及资金支出明

细等材料进行及时整理归档，并将相关档案复印件装订成册整

理后报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7.建立培训跟踪服务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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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公开任课教师的

手机和电子邮箱，方便学员根据需要及时与专家老师进行沟通

交流。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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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七期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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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29 东营（31人）、淄博（58人）、临沂（20人） 109 

第二期 7.2-7.6 临沂 116 

第三期 10.15-19 烟台 115 

第四期 10.22-26 威海（55人）、日照（58人） 113 

第五期 11.5-9 滨州 107 

第六期 11.12-16 潍坊 100 

第七期 11.19-23 潍坊 90 

合计   750 

         四、严格经费使用 

（一）学院严格按照山东省农业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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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2018年畜牧兽医行业关



 

键技术培训的通知》（鲁牧质科发〔2018〕5号）、《关于进一

步明确2018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经费支出范围的通

知》（鲁牧质科市发〔201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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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补助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授课人员的讲课费、食

宿费、交通费，学员的食宿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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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学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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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结束时由学院

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将补助资金转给以县为小组的防疫员代

表，取出现金后，由学院、领队、参训防疫员三方共同见证，

防疫员本人签字按手印确认信息后领取，领取表留学院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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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立森  李学太 

组长：周其虎 

组员：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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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 

成员：鞠秋芬卜善磊刘玉福王金成申颖 

3.每期设立班主任 

班主任人员：鞠秋芬  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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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措施的落实情况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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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对整个培训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对培训教师授课内容进行抽检，对培训开展情况进行不

定期抽查或培训跟班，对培训档案(包含电子台帐)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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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中心（潍坊市

胜利东街 88 号）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鞠秋芬  申颖 

联系电话：0536-3086312   13792693373 

电子邮箱：shying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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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班学员须知 

 

各位学员： 

您好！欢迎来到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参加学习培训，祝

您愉快度过在潍坊的每一天。 

1.请您认真阅读课程安排，以便妥善安排时间。 

2.每天两次课前签到，必须本人签字，签到次数少或不签

到不得领取交通补助。 

3.上课时，请自觉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状态。 

4.请您妥善保存房卡，培训结束时交服务台。 

5.注意人身、财、物安全。 

6.报到地点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胜利东街 88 号）南校区继续教育

中心，前台电话 0536-3081000。 

7.就餐安排 

早餐： 7：30   午餐：11：50   晚餐：17：30 

就餐地点：学院南校区继续教育中心一楼大厅 

8.培训安排（详见课程表） 

上课教室：南校区继续教育中心三楼报告厅。 

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注：如有调整，另行告知。



 

附件 2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学员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现住址或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否 

身份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 

□养殖场主□农村村两委成员□农民□经营兽药饲料 

身份证号  

学员承诺 

我申请参加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承诺按时参加培训，

遵守学校纪律，认真学习，努力提高科技水平，不断增强自身

素质。 

承诺人：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培训机构审核意见： 

 

盖章 

年月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县级主管部门及培训机构各一份存档。 



 

附件 3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台账 

 
培训产业：培训地点：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序号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范围 学员人数 备注 
培训教师 

签字 

学员代表 

签字 

参与组织

人员签字 

第 1

次 
月日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外省身份证：（）人 

 

 

 

 

 

 

  

第 2

次 
月日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外省身份证：（）人 

 

 

 

 

 

 

 

  

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字： 

 

 

 

（机构盖章） 

年月日 

市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月日 

注：1、培训范围填写参训学员来自的市、县、乡镇或村； 
2、参与组织人员是指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人员。 
3、备注栏内请标明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外省身份证统计情况 



 

附件 4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主要师资介绍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或职务 

李舫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教授 

李汝春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 

朱俊平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 

王洪利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 

朱明恩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 

沈美艳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 

靖吉强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 

葛爱民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讲师 

鞠雷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讲师 

张进林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调研员、研究员 

王海涛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调研员、高级兽医师 

王传清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调研员、高级兽医师 

谢录保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科长、高级兽医师 

栾婧婧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 主任科员 

 



 

附件 5 
 

2018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学员信息台账 
 

培训机构：（盖章）建账时间：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文化

程度 
期数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联系电话 备注 学员签字 

           

           

           

           

           

           

           

           

注：建档立卡贫困户或外省身份证者请在备注栏注明 

班主任签字：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字：



 

附件 6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内容安排 

 
时间 培训内容 内容简介 授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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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动

物防疫法》、国家有关强制免

疫政策等 

谢录保 

栾婧婧 

下午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防治技

术规范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规范

（诊断、疫情报告、疫情处置、

疫情监测、免疫、检疫监督、

保障措施） 

李汝春 

第三天 

上午 现阶段我国疫情形势分析 现阶段我国疫情形势分析 李舫 

下午 
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防治技

术规范 

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防治

技术规范（诊断、疫情报告、

疫情处置、疫情监测、免疫、

检疫监督、保障措施）等 

李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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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疫情报告及相关制度、免

疫副反应的应急处理、免疫接

种技术、患病动物无害化处理

及技能操作理论部分 

朱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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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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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名学员必须亲自动手操作。 

朱明恩 

朱俊平 

王洪利 

靖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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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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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名学员必须亲自动手操作。 

沈美艳 

鞠  雷 

葛爱民 

下午 
参观校动物医院或规模场、调查

问卷 
  

第六天 上午离校 

备注：每期技能操作分三个组。 



 

附件 7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预算 

 

1.食宿费：住宿每人每天 80 元，餐费每人每天 100 元，

共计每人 720元。 

2.培训材料、实习耗材、实习动物费等：每人 100 元。 

3.教师讲课费等：每人每天 50元，共计 200元。 

4.场地租赁费等：每人每天 20元，共计 80元。 

5.交通费补助等：标准（详见下表）。 

地市 点对点距离 补助发放标准（元） 

东营 140公里 100 

威海 314公里 150 

淄博 120公里 100 

烟台 253公里 100 

日照 230公里 100 

临沂 250公里 100 

潍坊 100公里 100 

滨州 180公里 100 



 

附件 8 

 

2018 年畜牧兽医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村级动物防疫员关键技术培训全过程影像资料目录 

 

1.学员报到现场。 

2.开班典礼现场。 

3.学员上课情况（理论课+实践操作）。 

4.学员就餐现场。 

5.学员考试环节。 

6.接受抽查和监督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