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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家育集团简介



毛氏夫妇开创家育种业的初衷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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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解决生物“育种”卡脖子难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l 愿景：解决生物种源控制，让国人吃上放心肉。这是毛女士于
2011年创建家育的立足点以及企业的发展愿景。

l 方向：选择肉料比相对高，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大的生猪原种作为
首个突破口；

l 思路：若想解决生猪行业的食品安全，毛女士始终认为育种是关
键，种好，下游的父母代、商品代的养殖会更容易，自然会减少
疫苗滥用等问题，消费者也就会有更为健康的肉制品。

l 关键：必须加强育种，故“强国必先强种”！毛女士坚信：一个
国家的农业行业，拥有自己的种源，才能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
才能屹立于强国之林。

努力奋斗十年，
创建家育的毛氏夫妇

强国必强种 强种必强农

我们是中国“健康肉”的推动者

努力奋斗十年，
创建家育的毛氏夫妇



大观山早期番薯地             早期约克夏公猪和猪舍

女知青养猪图 小型有机肥工厂

2010年就开始实施“种养循环”碳中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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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产能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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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两场满载6000
头母猪，拥有中国
超大GGP独立核心
群，每年可向同业
提供种猪5-6万头，
每月提供5000头

p        

Semen

Nucleus

核心群

原种母猪6000头、公猪600头

合格种猪5-6万头/年，每月5000头

合格猪苗8万头/年

合格精液60万剂/年

GGP

Piglets



SECOND

国内独创多级生物安全网
家育的生物安全体系布局



家育的生物安全规划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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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独创的由监
控、预警与多级
处理体系构建的
生物安全防护网

围绕中心实验、多级洗消+多基地布局，家育在赤峰率先建立了国内领先的
的多级生物安全监控与管理体系，利用信息、策略、组织多种形式，提高整
体生物安全监测与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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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管理—严格执行多岗、分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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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家场



场区管理—严格执行多岗、分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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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沟场



场内严格划分防疫管控区域-后五家场安全防疫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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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设计同样是根据严谨的生物安全要求布局，人、车、猪各有专属通道，被规划为猪舍
内（灰色区）、生产区（红色区）、缓冲区（黄色区）、客户出猪区（白色区）。

后五家场



场内严格划分防疫管控区域-哈金沟场安全防疫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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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设计同样是根据严谨的生物安全要

求布局人、车、猪各有专属通道，被规划

为猪舍内（灰色区）、生产区（红色区）、

缓冲区（黄色区）、客户出猪区（白色

区）。

不同颜色区域有对应颜色的工作服，用颜

色管理来判断人员是否遵守生物安全。

同样饲料车和场内运猪车有专用车道。

哈金沟场



多措并举，严格执行防疫要求，确保二岗以上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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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管理的三大体系与五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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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心实验室为核心构建的

多级生物疫病监测屏障

监测体系

以多级洗消中心及多级消毒中转

物资库建立的生物消毒屏障

洗消体系

以三位一体及场区生物安全管理

制度建立的执行保障屏障

.

执行与监督体系

监测、洗消、执行与监督体系是家
育生物安全体系的三大核心体系



基于三大体系构建的五大生物安全防线始终保障生物资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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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大要素构建的五大生物安全防线始终保障生物资产安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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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防线建设 类型 位置 关键点 执行人 审批人

人员 公司指定洗浴中心 若在第二道防线检测不合格进行处罚 返岗员工

1 第一道防线
物资 定点采购点或供货厂家 供方确保物资安全 供方人员

各部门负责人
食材 蔬菜大棚或定点供货商 每周至少一次监测，2次不合格更换供应商 供方人员

车辆 定点社会洗车中心 定期监测洗消点环境，清洗后车辆外检合格，取样检测 销售人员

人员 百合公寓 釆样检测合格后沐浴更衣隔离24小时 公寓阿姨

2 第二道防线 物资、食材 百合库房 检测合格物资拆去外包装后消毒 库房管理员 生物安全督察

车辆 二级洗消点 彻底清洗消毒烘干熏蒸，再次取样，人员洗澡更衣 销售支持

人员 场区一岗 取样检测，一岗沐浴更衣，物品消毒 生物安全员

3 第三道防线 物资、食材 一岗消毒间/烘干房 拆至最小包装，取样检测，臭氧消毒/烘干消毒 门卫+库管+生物安全员 生物安全督察

车辆 一岗熏蒸房 外检合格，消毒3遍，入场高温熏蒸70°C以上40分钟 门卫+生物安全员

人员 二岗 沐浴更衣，物品消毒，进入宿舍隔离 二岗门卫+生物安全员

4 第四道防线 物资、食材 大库/食堂 大库消毒，定期集中配送，减少频次；食材食堂清洗，熟化 库管+后勤部司机+配送员 生物安全督察

车辆 猪只场内中转台 专人负责，定期消毒检测 专职司机+销售支持

人员 猪舍 沐浴更衣，手机消毒。 各舍负责人

5 第五道防线 物资、食材 猪舍消毒间 物资定期集中配送，减少频次 库管+后勤部司机+配送员 各舍负责人

车辆 猪舍出猪台 各舍专人负责，分段赶猪，清洗消毒检测 各舍负责人

基础理念：分层次，建屏障，设关卡，立制度，重执行
基本原则：脏净分区，严控交叉，单向流动，有效消毒，高效监督



THIRD

家育的监测保障体系



家育中心实验室——家育生物监测与预警体系保障的核心

整体占地1300㎡，按照P3级实验室规格进行设计。实验室内设基础准备室、样品

保存室、试剂保存室、危废处理室、细胞与病毒的分离培养及鉴定室、分子病原学

实验室、血清学实验室等，可满足基本的细胞及病毒的分离培养和分子病原学、血

清学的各类实验。

 实验室一楼内部布局

 实验室二楼内部布局

分子育种基因实验室与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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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环境监测计划

采样 监测频率 采样点 监测项目 备注

养殖部人员和宿舍环境 1月/次 人员和自己的宿舍 非瘟抗原  
养殖部生活区、餐厅、宿舍环境 1次/周（周二/周五） 按照采样SOP采样 非瘟抗原  

二岗以下环境普检 1次/周（周二和周五） 按照采样SOP采样 非瘟抗原  

猪舍环境 1次/周（每周一） 按照采样SOP采样 非瘟抗原  

猪舍风机 1次/月 按照采样SOP采样 非瘟抗原  

外来车辆 每次必检 按照采样SOP采样 蓝耳和非瘟抗原  

外来人员 每次必检 按照采样SOP采样 蓝耳和非瘟抗原  

外来物资 每次必检 按照采样SOP采样 蓝耳和非瘟抗原  

水源检测 每季度检测一次 采集水源井和猪舍，

食堂末端水样

检测微生物含量

检测细菌总数，

总大肠杆菌数，

沙门氏菌

根据微生物含量

判断地下水是否

被污染

备注：本方案是常规情况下检测方案。生物安全员跟进检测方案并整理检测报告，如果发现问题，生物安全团队决定是否启动应预案。

环境常规检测计划（非瘟，蓝耳）



严格的车辆人员采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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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常规检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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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健康的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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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gE抗体阴性；

猪传染性胃肠炎抗原、抗体均阴性；

猪流行性腹泻抗原、抗体均阴性；

支原体抗原、抗体均阴性；

非洲猪瘟抗原、抗体均阴性；

蓝耳抗原阴性。



FOURTH

家育的洗消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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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车辆三级洗消体系

家育的三级消杀体系由市区

一级检测与初级洗消，二级

洗消中心消毒洗消与烘干，

及场区入口安全监测与三次

消毒共同组成。

物资管控体系是在结合多级

洗消基础上，通过市区中转

库消毒静置、场区核心库二

次消毒静置及严格的申领监

督体系组成。

物资消毒管控体系

家育洗消体系主要由入
场各类车辆、物资、人
员的消毒管控体系构建

人员入场管控体系

人员入场管控体系是在结合

多次洗澡隔离的基础上，通

过市区人员集中隔离点、园

区一岗和二岗的洗澡间以及

栋舍的淋浴间组成。



各类入场车辆的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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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洗消体系的核心节点-家育集团二级洗消烘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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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的洗消体系及二级洗消烘干中心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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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猪车辆的三级洗消入场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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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运输车辆也要符合三级洗消流程方能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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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场内车辆也通过严格的专车、洗消检测、专员监督等方式认真履行洗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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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专路、分流控区等形式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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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物资的洗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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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入场需要经过多级消毒处理后才能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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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入场需要经过多级消毒处理后才能入场



物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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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消毒 紫外线消毒 浸泡消毒 高温烘干



物资-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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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集中静置 园区库房静置 栋舍内库房静置



物资入场后，严格执行消毒与物资集中领用管理制度，减少二次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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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物资领用频次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措施，也能最大限

度的避免交叉污染，为了更好的保障养殖部各栋舍的安

全，我们制定了领用物资的管理办法，具体操作如下：

1. 每月1日对养殖部所需物资进行集中配送，间隔时间

为每月一次；人员为后勤部驻场司机加上养殖部外

围2名临时工。配送顺序为

D8→D2→D1→D7→D4→D5→D6，操作过程中需

穿着防护服及戴手套鞋套等。

2. 配送精液、电子耳标、疫苗及收集每日送检样品由

二岗以上生物安全员做。配送要求为按需配送，与

兽医、配种组和公猪站及时沟通，配送操作严格按

照操作流程执行。

臭氧

紫外线

浸泡消毒



入场人员的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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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员工进入厂区后，分区提供专用工服，一眼识别非正常跨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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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区工作栋舍内也严格按照分区专人服装颜色进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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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作服和工作鞋要做到日清洁，日消毒



日常场内封闭管理，流动须严格按照防疫流程、防疫程序，点对点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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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养殖人员进入舍内，有相应的专舍消毒换衣、换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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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猪舍的员工在沐浴间洗澡换衣服，换上猪舍专用鞋子进入猪舍，进入配种舍需要换雨鞋，进入产房需要换拖鞋。

进入每个产房需要换相应颜色的拖鞋。



若养殖人员离场再入场时，需完成多次隔离、消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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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前置环节1：定点检测安全后进入市区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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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前置环节2：市区隔离点隔离后，方能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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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采样地
点采样检测合
格后，人员到
隔离公寓，先
擦拭消毒电子
产品。

人员脱下所有
衣服，打开臭
氧机进行衣物
和一些不能擦
拭消毒的物品
进行消毒。

人员洗澡：使
用洗发露和沐
浴露，注意头
发，指甲缝，
沐浴至少8分
钟以上

洗完澡进行
汗蒸10分钟
以上，更换
提前准备好
的黄色工作
服

隔离截止
到第二天
早上



非养殖人员入场也要按照其规定的入场审批与消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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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前置环节3：入场前所有人员或物资进入必须完成入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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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钉钉物资，人员，车辆入场审批，使

用部门发起，各中间环节人员上传消毒

及检测结果图片，最终生物安全督察员

确认，通过后可入场。

2.各环节需在视频汇报群内发送操作流

程视频

物资，车辆，人员入场审批流程



园区日常也通过多种消毒计划，形成消杀闭环

53

猪舍内工作人员，猪舍内环境，，宿舍楼，库房，
园区车辆，道路，猪只中转台等等都有明确的消毒
计划。

对于环境温度在0度以上和0度以下分别需要使用什
么消毒药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场内无害化处理的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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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无害化处理流程也严格符合生物安全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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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无害化处理流程也严格符合生物安全管理需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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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节采取的特殊措施

FIFTH



秋冬季措施——消毒

1.水剂消毒液更换成粉剂消
毒药：生石灰

2.消毒液不同温度下的选择：
卫可，戊二醛

3.消毒药配比添加防冻液：丙二醇，乙醇，盐（火碱池），氯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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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毒作用时间延长：平常10分钟，冬季作用20分钟



秋冬季措施——物资运输降低频率

停止物资运送

根据需求

根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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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措施——人员

1.减少非养殖部人员进入养
殖区：停止施工，办公室人
员停止上下班

2.暖季：采样不用等结果直
接到集中隔离点

冷季：采样等待结果合格后
再进入集中隔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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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措施——车辆

01 车辆进入洗消房后在洗消房里
预热10分钟以上后再进行洗消

02 使用热水消毒机

03 场内部车辆增加采样评估次
数

61



家育的制度与执行保障体系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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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执行

各栋舍组员

各岗位生物安全员

销售支持

其他支持或辅助员工

检查

非执行生物安全员

生物安全管理委员

各部门主管

驻场兽医

监督

生物安全监督委员

兽医总监

生物安全顾问

公司高级管理层

01 03

02

三位一体的生物安全
监督管理机制

• 通过执行、检查、监督，严格要求执行人必须在

检查人员的陪同下按照公司制定的生物安全管理

标准完成既定动作；

• 监督人员则不定期通过巡视、随机抽查、视频调

阅等形式监控公司所有区域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员

及执行人员的工作、培训执行情况，监察消毒程

序等执行情况，严把生物安全规定的执行；

• 所有发现问题，严格落实整改时效制，三日必结。



生物安全执行督导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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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人员职责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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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工作职责

生物安全总负责人（组长）工作职责

1、负责全场生物安全的监督审核。

2、收集所有人员对生物安全的建议，不断完善生物安全。

3、生物安全制度及计划的总决策人。

4、对不遵守生物安全的人员进行处罚。

生物安全监督员工作职责

1、负责监督各生产单元内的所有有关生物安全的大小事宜，看到违反生物安全的人员和操作要及时指出纠正，并给予正确指导说明。

2、定期对生产单元内生物安全操作进行复核。

3、参与生物安全制度及计划的制定。

4、定期对场内生物安全进行审核，针对不合格项给出建议。

5、对不遵守生物安全的人员进行处罚

6、场区生物安全的知识顾问，负责解决场区内生物安全的疑难杂症。

各部门生物安全负责人工作职责

1、负责监管养殖部整体生物安全执行情况，监督各自生产区内每位员工的生物安全执行情况。

2、定期组织本部门人员进行生物安全培训。

3、定期对本部门生物安全操作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

4、对生物安全执行过程中表现优异和不严格遵守生物安全的人员进行奖罚。

各组组长生物安全职责

1、熟悉所有生物安全制度和流程。

2、对园区所有安全事宜进行监督并执行。

3、对本部门员工的生物安全进行监督，如：员工进入猪舍是否已经洗澡及换衣服，进出猪栏是否符合公司的生物安全规章制度等。

4、检查冲洗人员冲洗、消毒猪舍是否合格。

5、定期组织员工进行生物安全培训。

6、遇到特殊突发事件快速上报场长。

7、对生物安全的建议。

现场执行人员生物安全职责

1、熟悉本组及相关组生物安全流程

2、按照生物安全流程进行操作

3、在操作过程中生物安全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提出。



家育生物安全执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1. “以人为本 ”：员工的安全和福利摆在第一位。饮食，温暖的洗澡间，热水，洗发露，沐浴露，吹风机......

2. 可执行且人人有责：制定可落地的生物安全程序，避免员工抵制，不断完善自己的生物安全措施。必须一视同仁，

领导来了也要安全生物安全要求去执行，生物安全人人有责。

3. 分区分岗：各部门环节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操作。重点环节为一岗、二岗位置。一岗为进入场区最重

要的防线，我们一定要“把好门”把一切可能存在的风险拒之门外，二岗为进入养殖区的防线，所有进入二岗人员

均需洗澡更衣后方可入内，没有例外。

4. 三位一体，管控与监督并行：养殖区内为各组长负责制，外围由养殖区生物安全员负责，生产厂长监督。非养殖区

由生物安全员监督各岗执行情况。具体措施可采取视频监控，人员监督，突击检查等方式进行。对不按生物要求执

行及违反的人员进行处罚，具体罚款标准参照生物安全手册相关项，生物安全专员既有权力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同

时也有监督的义务，生物安全督察在抽检过程中如发现某个岗位存在问题后，生物安全员未能及时发现属于他的工

作失职，将会和岗位人员一并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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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生物安全执行管理的主要原则

5. 可追溯：所有入场的人、车、物需汇报后审批方可入场，做到可追踪溯源。

6. 培训考核并重：加强生物安全相关内容的培训及考核，非养殖人员培训每周至少一次，具体培训内容可结合各岗位

需求进行，由生物安全专员及人事部共同发起。旨在提高全员生物安全意识熟练掌握操作技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公

司的一份子，大家做的好公司才能真的好。

7. 消毒无死角：加强日常消毒工作的执行，做到无死角，确保消毒效果。消毒人员要关注重点、明白消毒的意义，熟

练掌握消毒液的使用及配比，现用现配。交替使用消毒液注意防止中和反应等情况。定期测试消毒液酸碱度PH值等，

在有效范围浓度即可，切记过量配比对人体产生危害。

8. 防疫奖惩机制：将生物安全建议纳入绩效考核项，经管理层讨论采纳可对提出员工进行奖励，生物安全是一个不断

补充完善的过程，我们可对生物安全手册每半年修订一次，以适应公司生物安全策略的需求。

9. 多种备用方案：制定备用计划，针对季节变化需要定期进行消毒药的更换，制定应急预案，及时评估修订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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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强国必强种   强种必强农

A Strong  Nation must have its Strong Gene in pigs 

Strong Gene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Strong Swinte industy 



强国必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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