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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草畜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但随着动物频繁补栏、动物及其产品流通(收
购、销售、屠宰、贩运),为各种动物疫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每个养殖场户承担防疫主体责任,为了杜
绝动物疫病发生,保证畜禽健康发展,各养殖场(户)就得严格按照场所消毒和动物防疫要求,抓好各项防
控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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