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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畜牧养殖业来说能否做好动物的防疫工作关系到能否饲养出健康高质量的动物产品,做好
畜牧兽医防疫工作一直以来都是畜牧业的关键问题所在。为此,本文通过分析畜牧兽医防疫的工作内容,
探讨了畜牧兽医防疫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能为畜牧兽
医的防疫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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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how to do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well
Mei He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station in Nanta street, Lezhi county, Ziy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For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whether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can be done well is related
to the ability to raise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animal products. Doing a good job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epidemic prevention has always been a key issue in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work cont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epidemic prevention,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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