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浅析加强畜牧业疫病防控管理的方法
孔繁星
八五七农场第二管理区
DOI:10.12238/as.v4i1.1989
[摘 要]畜牧兽医工作者需要对当前的历史责任、时代发展水平进行挑战分析,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为
意识大局,逐步开展畜牧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动物免疫的恶劣影响内容进行判断。准确的探究动物免
疫的实际防控措施管理标准,分析当前加强动物免疫工作的重要形式内容,提高我国防控管理意识。
本文将针对动物免疫的实际恶化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动物免疫防控的重要价值意义,结合实际我
国畜牧产业发展的疫病防控思想内容,从实际以思想指导中逐步认识到动物免疫防控的具体管理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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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anxing Kong
857 Farm Second Management Area
[Abstract]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workers need to challeng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imes, take the correct values as the overall situation, gradually
carry ou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and judge the content of the bad impact of
animal immunity.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also accurately explore the actual management standard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animal immunity, analyze the current important forms of strengthening
animal immunization work, and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animal immunity, studies the value of animal immuniz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bines the idea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and gradually realiz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immu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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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象灾害是当前我国第一大自然灾害,农业是受气象条件影响最大的产业,农民是气象服务最
广大的对象,气象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农村是气象服务工作最广阔的领域,
同时也是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最为薄弱的地方,尽管目前农村基本基础设施有了一定改善。但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较弱,信息的传递与广大农民对抵御自然灾害的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农业生产。本文从基层气象服务工作的现状出发,指出了基层气象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
高基层气象服务工作水平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 基层气象服务；工作；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S26 文献标识码：A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Dawei Wen1 Ning Jia2 Shangdong Sun1
1 Linghai Meteorological Bureau 2 Jinzhou Meteorological Bureau
[Abstract]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is the first natural disaster in our country,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dustry influenced by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farmers is the most gene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object.
The quality of 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income of
peasants, and rural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 is the most extensive field and the weakest areas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some improvement in rural basic infrastructure, the
ability to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is weak,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s of farmers to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which restric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a large exten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Key words] grassroot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work; the development train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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