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调查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18/3/13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平

引进互联网技术破解行业痛点

金山区动物检疫迎来“智慧监管”新时代
引进移动动检平台直指行业痛点
要理解何谓“智慧监管”就要先
了解目前我国动物检验检疫监管体
系中不那么“智慧”
的一面。在我国
的动物检疫流程中，要开出一张检
疫合格证，养殖环节要提供兽药、
免疫、无害化处理、消毒等 18 份
表格，屠宰销售环节则必须进行产
地检疫、屠宰检疫，检疫所需的申
报单、记录表、通知书、确认书等
表格多达 12 份，为了便于追溯，
养殖档案还需保存两年以上。这些
繁琐的表格填写，自然是猪场的工
作人员手工完成的。“说实话，这
些表格的填写工作量极大，我们的
工作人员除了猪场的日常工作，剩
下的时间还得忙活着填表……”位
于金山区张堰镇的上海沙龙畜牧有
限公司每年出栏近 4 万头猪，
总经理
徐林峰对于填表的工作量也是颇为
无奈。
人工手填如此多的表格对动物
检疫部门的监管同样带来了不小的
难度，繁琐的填表流程不可避免地
导致部分养殖主体存在侥幸心理从
而为了应付监管“突击填表”，而官
方兽医团队由于人数有限，对于如
此多的表单也不见得能事无巨细地
一一查验从而发生“隔山开证”的违
规现象，这些都是如今动物检疫环
节中一直没办法彻底杜绝的痛点。
为破解畜牧业传统监管方式存在的
诸多弊端，去年，
金山区获悉浙江东
阳已应用移动动物检疫监管系统开
展检疫工作。在经过实地考察学习

后，决定引入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监
管系统。也正是因为这一决定，才
有了之后的畜牧业智慧监管“金山
模式”
。
那么“金山模式”究竟做了哪
些创新工作？记者从金山区农委主
任张亚军处得到了解答：一是将移
动动物检疫监管系统打造成了综合
性的移动智慧畜牧监管服务平台。
金山“动检通”平台以动物检疫为
切入点，涵盖了养殖生产、动物检
疫申报、动物疫病防控、病死畜禽
收集等环节，实现了综合性监管，
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功能为监管部门
了解全区畜禽养殖生产结构、出栏
去向、防疫检疫以及无害化收集情
况提供了基础数据，为政策的制定
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了信息支撑。
二是金山“动检通”数据收集处理
中心实现了全区畜禽养殖信息的全
覆盖。平台可以完整反映全区畜禽
养殖生产、动物防疫、病死畜禽收
集等情况，解决畜牧业信息数据来
源多样化、统计多头、口径不一致
等问题。三是金山“动检通”平台
涵盖了最多的畜禽品种。生猪、奶
牛、蛋鸡、肉鸡、鸽子等金山主要
的畜禽品种全部纳入了平台，而一
些地区仅仅纳入了涉及检疫工作的
品种。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一部智能
手机，就可以轻松实现养殖档案规
范化、动物检疫痕迹化、统计数据分
析自动化，
服务监管实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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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用户体验 实现本地化服务
“我们的‘动检通’生发于需求
自然更容易贴近需求，也更容易根
据需求不断更新迭代。APP 通过模
块化、窗口式界面等为用户提供了
良好的使用体验。”在静安区的牧
中 （上海） 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办
公处，记者见到了移动动检平台
“动检通”的开发者朱红伟，对于
“动检通”能够在金山区成功试
点，并形成“金山模式”，他非常高
兴。
在做移动动检平台之前，朱红
伟就曾做过面向养殖主体的养殖服
务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目前
的市场环境和监管体系没办法唤醒
养殖户对于品质的要求以及提升品
质的积极性。为此，服务于政府监
管的移动动检系统“动检通”应运
而生。实际上，该平台在金山试点
之前，已在全国不少县级市试点应
用，而“金山模式”的形成也是金
山区农业部门与牧中公司通力合作
下根据当地畜牧业的实际情况对
“动检通”服务平台进行了“入乡
随俗”的改进，从而打造出一个在
国内具有引领性的移动智慧监管平
台。
“ 在全国其他县级市，应用这套
系统的仍以猪场为主，但金山不同，
通过改进，我们将平台从移动动检
环节切入，实现了全品种、全领域、
全覆盖的移动智慧监管。”朱红伟
说。
“这个平台对于企业而言，首先

是让我们基层工作人员的操作更加
规范，其次还让企业自身的管理能
力得到提升。
”徐林峰对于金山区推
进“动检通”试点工作相当欢迎，去
年 11 月，沙龙公司已经开始使用
该平台进行数据上传工作。他认
为，移动动检系统实时监管效率高，
且操作简便。通过系统记录，所有
汇总的数据具有强大的逻辑性，企
业在减轻基层员工工作量的同时，
面对监管部门的检查也更加有底
气。
据悉，为了完善“金山模式”
，朱
红伟和他的团队在完善技术的同
时，始终站在金山区畜牧从业人员
的角度思考，
不断完善服务。为此，
牧中公司还曾专门派人前往沙龙公
司听取基层使用者的真实反馈，也
为当地的官方兽医、猪场场长、管理
人员提供进一步的使用培训。
“以前
采集的数据从村到镇，从镇到畜牧
办。然后在畜牧办变成电子数据上
传市里，现在都是各个养殖户自行
上传，监管人员只需要打开手机，检
疫、防疫、用药、消毒等数据便一清
二楚。
”据金山区畜牧办相关人员介
绍，移动技术在规范规模养殖场的
同时，还通过村级防疫员把所有的
散养户都纳入平台，由此实现了畜
牧部门、官方兽医、养殖户（企业）和
屠宰厂之间的实时互动，实现了动
物检疫各环节的全面溯源、全方位
监管。

摄 杨清悦
■通过一部智能手机，
就可以轻松实现养殖档案规范化、
动物检疫痕迹化、统计数据分析自动化，
服务监管实时化。

想方设法破解推广难题
经过前期一系列调研、推广等
工作，金山区正式上线“动检通”
是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然而，正
如其它农业新技术推行的实践一
样，这一全新的畜牧业监管模式在
金山的应用推广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
“移动动检平台要
依靠手机操作，可是目前很多农村
的从业人员岁数偏大、意识落后，
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都摸不着头
脑。
”张亚军坦言，基层畜牧兽医从
业人员思想无法转变，村级防疫员

队伍长期存在的人员老化、素质不
高等现状是“动检通”平台推广的
最大难题。
对此，
金山想方设法，找寻问题
的症结，
逐一破解。金山区农委通过
集中培训与现场培训相结合、
线上指
导与线下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宣
传培训，
提高各级监管部门、广大养
殖户思想认识水平。在上海沙龙畜
牧有限公司，
目前专门有两位信息采
集员负责采集数据并通过手机上传
至平台。此外，
考虑到平台正处于启

用的初期，
所以动检部门仍然推行纸
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并行的模式，
逐步
过渡，
确保了日常监管工作的顺利进
行。那散户的数据录入又如何解决
呢？结合金山实际，
主管部门将平台
养殖散户基础数据的采集录入工作
按区域分块到人，
以基层青年畜牧兽
医工作人员为主力，
破解当前村级防
疫员队伍与平台推广间的矛盾。目
前，
金山“动检通”
正在不断完善中，
平台的认可度和使用频率在逐步提
升。

都市绿色畜牧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在畜牧业倍受资源环
境、疫病防控、质量安全等方面考验
下，长三角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对于
畜牧禁养、限养已经成为一种大趋
势。然而，
金山区并没有一禁了之，
反而提出了不但要确保畜牧业的健
康、稳定发展，
还要将畜牧业打造成
都市现代绿色畜牧业的典范。
在日前落幕的 2018 中国三农
发展大会上，有关专家就“金山模
式”指出，在都市农业中有必要保
留一份畜牧业，一方面，是为三产
融合的链条完整、生态农业的有机
循环提供了原材料，另一方面，为
农业科技的创新留下了那么一片试
验田，实现了大都市人才、科技、资
本最大化的利用。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有机组
成部分，都市农业向绿色有机发展
离不开它，
农民增收需要它，
市民生
活需要它，我们应该提升政府监管
能力和服务能力，推动养殖主体走

上绿色发展的道路。
”
张亚军说。也
正因如此，通过在畜牧业的监管中
引进移动互联网技术，有效的破解
了行业的痛点可以说是金山区发展
都市现代绿色畜牧业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