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铁岭县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动物诊疗机构管理，规范动物诊疗行

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农业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铁岭县域内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

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动物诊疗，是指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治

疗和动物绝育手术等经营性活动。

第三条 铁岭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县动物诊疗机构的

监督管理。

第二章 诊疗许可

第四条 国家实行动物诊疗许可制度。从事动物诊疗活

动的机构，应当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并在规定的诊疗活动

范围内开展动物诊疗活动。



第五条 申请设立动物诊疗机构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开办动物诊所的，面积不得低于 80 平方米；开

办动物医院的，面积不得低于 150 平方米；

（二）动物诊疗场所选址距离畜禽养殖场、屠宰加工场、

动物交易场所不少于 200 米；

（三）动物诊疗场所设有独立的出入口，出入口不得设

在居民住宅楼内或者院内，不得与同一建筑物的其他用户共

用通道；

（四）具有布局合理的诊疗室、手术室、药房等设施；

（五）具有诊断、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污水

处理等器械设备；

（六）开办动物诊所的，具有 1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

资格证书的人员；开办动物医院的，具有 3 名以上取得执业

兽医资格证书的人员；

（七）具有完善的诊疗服务、疫情报告、卫生消毒、兽

药处方、药物和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第六条 动物诊疗机构从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

的，除具备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一）具有手术台、X 光机或者 B 超等器械设备；

（二）具有 3 名以上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第七条 设立动物诊疗机构，应当向农业农村局提出申

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表；

（二）动物诊疗场所地理方位图、室内平面图和各功能

区布局图；

（三）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五）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六）设施设备清单；

（七）管理制度文本；

（八）执业兽医和服务人员的健康证明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农业农村局应

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

正的内容。

第八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使用规范的名称。不具备从

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能力的，不得使用“动物医院”

的名称。

动物诊疗机构名称应当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预先核准。

第九条 农业农村局受理申请后，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

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核和对动物诊疗场所的实地考查。符合规

定条件的，颁发动物诊疗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专门从事水生动物疫病诊疗的，发证机关在核发动物诊

疗许可证时，应当征求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载明诊疗机构名称、诊疗

活动范围、从业地点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事项。

动物诊疗许可证格式由农业农村部统一规定。

第十一条 申请人凭动物诊疗许可证到动物诊疗场所

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第十二条 动物诊疗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按照本

办法的规定另行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

第十三条 动物诊疗机构变更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的，应当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5 个工作日内，

向农业农村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动物诊疗机构变更从业地点、诊疗活动范围的，应当按

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动物诊疗许可手续，申请换发动物诊

疗许可证，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动物诊疗许可证不得伪造、变造、转让、出

租、出借。

动物诊疗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局申请补

发。

第十五条 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不收取费用。

第三章 诊疗活动管理

第十六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依法从事动物诊疗活动，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诊疗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动物诊

疗许可证和公示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第十七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兽药管理的规

定使用兽药，不得使用假劣兽药和农业农村部规定禁止使用

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第十八条 动物诊疗机构兼营宠物用品、宠物食品、宠

物美容等项目的，兼营区域与动物诊疗区域应当分别独立设

置。

第十九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使用规范的病历、处方

笺，病历、处方笺应当印有动物诊疗机构名称。病历档案应

当保存 3 年以上。

第二十条 动物诊疗机构安装、使用具有放射性的诊疗

设备的，应当依法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动物诊疗机构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

疫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立即向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采取隔离等

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动物诊疗机构发现动物患有或者疑似患有国家规定应

当扑杀的疫病时，不得擅自进行治疗。

第二十二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按照农业农村部规定

处理病死动物和动物病理组织。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参照《医疗废弃物管理条例》的有关

规定处理医疗废弃物。

第二十三条 动物诊疗机构的执业兽医应当按照县人

民政府或农业农村局的要求，参加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

病活动。

第二十四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配合农业农村局、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宣

传、流行病学调查和监测工作。

第二十五条 动物诊疗机构不得随意抛弃病死动物、动

物病理组织和医疗废弃物，不得排放未经无害化处理或者处

理不达标的诊疗废水。

第二十六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定期对本单位工作人

员进行专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培训。

第二十七条 动物诊疗机构应当于每年 3月底前将上年

度动物诊疗活动情况向农业农村局报告。

第二十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日常监

管制度，对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和人员执行法律、法规、规

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并报农

业农村局收回、注销其动物诊疗许可证：

（一）超出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定的诊疗活动范围从事动

物诊疗活动的；

（二）变更从业地点、诊疗活动范围未重新办理动物诊

疗许可证的。

第三十条 使用伪造、变造、受让、租用、借用的动物

诊疗许可证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依法收缴，并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出让、出租、出借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农业农村局应当

收回、注销其动物诊疗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动物诊疗场所不再具备本办法第五条、第

六条规定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由农业农村局收回、注销

其动物诊疗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动物诊疗机构连续停业两年以上的，或者

连续两年未向发证机关报告动物诊疗活动情况，拒不改正

的，由农业农村局收回、注销其动物诊疗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或者再次出现同类违法行为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罚

款。

（一）变更机构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未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未在诊疗场所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公示从业

人员基本情况的；

（三）不使用病历，或者应当开具处方未开具处方的；

（四）使用不规范的病历、处方笺的。

第三十四条 动物诊疗机构在动物诊疗活动中，违法使

用兽药的，或者违法处理医疗废弃物的，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动物诊疗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

定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农业农村局依法吊销、注销动物诊疗许可

证的，应当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七条 农业农村局及其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依

法履行审查和监督管理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者徇私

舞弊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乡村兽医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具

体管理办法由农业农村部另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本办法施行前已开办的动物诊疗机构，应当自本办法施

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动物诊疗许

可证。



附件 2：

铁岭县动物诊疗机构病历

诊疗机构名称：

启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病历本由动物诊疗机构填写，并妥善保存 3 年以上；

2、病历本规格： A4 纸，每本 100 张，左装订。

动物所有人姓名
动物

种类

年（月）

龄

性别 特征

动物所有人住址
电话 接诊日期



病历内容：

1、临床症状（包括体温、脉搏、呼吸、食欲、精

神、体态等）；

2、诊断病名；

3、处置（包括处方） ；

4、执业兽医师签字；

5、日期。



附件 3:

铁岭县动物诊疗机构处方笺

（动物诊疗机构名称） 处方编号：

动物所有

人姓名

动物所有

人住址

动物种类
年（月）

龄
性 别 体重

临床诊断：

R:

执业兽医师签字 年 月 日

注：规格：1/2A4 纸,每本 100 张； 铁岭县农业农村局局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