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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宠物诊疗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 

摘要 

宠物诊疗机构的职责在于保障宠物健康和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近年来，贵阳市

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迅速，为贵阳市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给动物卫生行政部门

规范宠物诊疗机构管理、提高诊疗装备和服务水平，促进贵阳市宠物诊疗健康可持续发

展，而提出本课题研究。本研究在对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现状进行走访、问卷、资料查

询的基础上，通过 SWOT 分析法（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 分析法），全

面深入剖析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所具有的优势与机会，面临的劣势与威胁，并针对现状

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1.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规模现状分析  本章节对目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数量、经

营属性、地域分布和营业状况等发展规模指标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贵阳市现有工

商登记的宠物诊疗机构 28 个，其中：具有动物防疫卫生资质的 11 个，占 39.3%，无资

质 17家，占 60.7%；私立性质的 27个，占 96.43%，公立性质的 1个，占 3.6%；宠物诊

疗机构主要分布在经济收入较高的南明区和云岩区，分布率达 66.67%；宠物诊疗机构月

平均营业额为 8.2 万元。结果表明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以私立性质为主，取得资质的比

重低；经济较发达的地域宠物诊疗机构分布多；营业额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2.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软硬件建设与发展现状分析  本章节对目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

构软硬件建设与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资质的从业人员 217人，其中执

业兽医师 77人，占 35.4%，执业助理兽医师 140人，占 64.6%；从业人员以本、专科学

历为主；已出台部分规章管理制度，诊疗信息管理软件初步使用；宠物医疗仪器设备配

备参差不齐，高端仪器设备装备正在建设发展中。结果表明目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高

学历兽医从业人员比重较低，取得资质的人数较少，软件建设还有待加强；各型宠物医

疗设备不断配备，整体处于良好发展态势，有助于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3. 贵阳市宠物常见疾病及其免疫接种状况分析  本章节对 2014 年 4 月贵阳市 28 家宠

物门诊宠物常见疾病及其免疫接种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贵阳市门诊宠物种类

主要是犬、猫、兔，接诊量为 4578只、1236 只和 159只，分别占接诊总量的 76.27%、

20.59%和 2.66%；其他宠物 29 只，占接诊总量的 0.48%。诊治犬病 3873 例，占接诊犬

总量的 84.6%，其中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普通病分别占诊治总量的 61.27%、17.3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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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诊治猫病 1138 例，以普通病居多，占诊治总量的 59.58%；其次是传染病，占

31.02%；第三是寄生虫病，占 9.3%。犬猫免疫接种数为 10808只，其中犬占接种总数的

82.33%，高于猫的接种量；犬进口疫苗接种率为 84.78%，猫进口疫苗接种率为 66.62%，

两种动物进口疫苗总接种率为 82.82%。结果表明目前贵阳市宠物门诊接诊的宠物仍以犬

猫为主，以接种进口疫苗居多；犬猫传染病的发病率较高，有必要进行免疫预防接种。 

4.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瓶颈及内部管理状况分析  解决宠物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

规空白、宠物药品种类不足、宠物相关产业发展滞后等为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宠

物医院从业人员在组织结构满意度、绩效考核满意度和人力资源管理满意度等方面分别

比宠物诊所高 31.93%、52.09%和 5.66%，表明宠物医院内部完善程度较高，预示按医院

建制为多数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目标。 

5.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的 SWOT 分析及建议  经 SWOT 分析认为，贵阳市地处省城，

宠物数量多，并有专门的宠物市场，是全省宠物的集散地，宠物疾病诊疗行业不可或缺，

优势突出；城镇化建设推进，城市人口增加和宠物数量增多，诊疗技术发展和进步，政

府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越来越重视，给城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还

存在技术装备比较落后、专长技术人才不足、部分诊疗活动不合法、高级技术人员队伍

短缺等不足和劣势；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缺乏宠物诊疗事业发展规划布局和管理办法，宠

物诊疗机构存在区域布局集中和不正当激烈竞争的威胁。针对贵阳市宠物机构现状和发

展的需要，建议政府编制《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建设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贵阳市

宠物诊疗机构建设标准》及《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规范化管理制度》等，实行规范化管

理，改善管理服务；建议从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培训、执业兽医考前培训、执业兽医实操

考核考核、加强学术交流等方面，促进服务品质的提升。 

通过全面分析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得出如下结论： 

    1）现阶段贵阳市宠物诊疗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处于落后水平，有待进一步

改善和提高。 

    2）贵阳市宠物诊疗制度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需要动物卫生有关部门正确引导和

及时规范。 

    3）贵阳市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制约着宠物诊疗发展，各项制度的建立和政

策的实施应有效结合当地生活水平。 

关键词：贵阳；宠物；诊疗机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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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et 

Treatment in Guiyang City 

Abstract 

Pet animal treatment institution is the dut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pet health and maintain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In recent years,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is developing 

rapidly,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yang City. 

However,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which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s restricting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in Guiyang city.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urvey by visit, questionnaire and data query, the author gav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y SWOT method on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iyang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1. Analysis on developmental scale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In this 

section,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numbers of pet clinics, operating 

properti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urnover for Pet animal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Guiyang city, there were 28 pet clinics registered 

normally, 11 of them were licenced，27 of them were privately operated, and 1 of them was 

Publicly run.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Nanming District and Yunyan District where 

people’s income was the highest-earning. Monthly mean turnover was 82 thousand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s of pet clinics in Guiyang was not more, most of pet 

clinics were run personal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qualification was lower. Pet clinic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to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There still was a larger upgrading 

space in turnover. 

2.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for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In this section,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Guiyang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was analyzed by questionnaire and literatur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erms of software, the quantities of practicing veterinarians was 217, employees had mainly 

the degree of college and bachelor, and related regulatory systems were gradually improved, 

but resolving disputes related to pet health laws and regulations document had not been 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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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eatment institution-building had been began gradually; in 

terms of hardware, medical equipments have being become more perfect and advanced, and 

high-value equipments have been gradually increased, showing that the hardwares were with 

a better developmental trend.  

3. Analysis on frequent disease and vaccination status for pets at clinic in Guiyang City. 

In this section, kinds of disease and vaccination status were investigated at 28 pet clinics in 

April 2014 in Guiyang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og, cat and rabbit were the major pet 

Species at pet clinics, and their admissions were 4578, 1236 and 159 with the proportion of 

76.27%、20.59% and 2.66%, respectively. Number of other pets was 29, with a proportion of 

0.48%. Canine cases were 3873, occupying the rate of 84.6% of admissions, and the 

proportion of distrib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arasitic diseases and common diseases were 

61.27%, 17.38% and 21.2%, respectively. The common diseases was the most than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arasitic diseases in cats, and their rates were respectively 59.58%, 31.02 and 

9.3%.The rate of vaccination of imported vaccine was 84.78% and 66.62% in dogs and cats, 

respectively, and the total rate of vaccination of imported vaccine for dogs and cats was 

82.82%.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Guiyang city, pet dogs and pet cats were the major pet 

breed, and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m to vaccinate because of a higher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 

4. Analysis on developmental bottlenecks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status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Current bottlenecks blo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were that the lack of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settling the medical disputes for pets, insufficient medicine variety for pets, slow development 

related pet industry, and inaccur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etc.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actitioners in pet hospital 

are with 31.93%, 52.09% and 5.66% higher than those at the pet clinic in terms of satisfa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pectively，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erfect degree of the internal assessm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pet hospital, was superior to that in pet clinic. 

5. SWO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suggestion on pet treatment in Guiyang City. By 

SWOT mehtod, the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were summed up. The outstanding strength is that 

Guiyang city, with a great deal of pets and a special pet market, is located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nd is the center of pet, and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dustry for pe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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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yang city is indispensabl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ncreases of the number of 

city population and pet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emphasis of 

government on the city public health, are bringing good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Weaknesse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lack 

of experts, partially illegal treatment activities, and shortage of senior technical personnel. 

Because of lack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ere exist some threats in 

concentrativ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iming at the need and status of 

development for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of Guiyang city, we suggested the government to 

publish "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of Guiyang 

city ", "construction standards for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of Guiyang city " and "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for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of Guiyang city", and to 

implement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mprove management services, increase support,  

create a goo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and carry out so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t this stage, pet treatment in Guiyang City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development, but still in a lower developmental level, which waits for a further 

improvement. 

2)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for Guiyang pet treatmen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hich is badly in need of correct guide and timely norms from related department of 

animal health authorities. 

3) The hysteretic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iyang City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at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should be effectively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living 

standards. 

 

Key words: Guiyang,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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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我国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我国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社会各方面

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民众在衣食住行上得到极大改善，物质丰足的人们不断追求更

多、更高的精神需求和享受（郑邦才等，2000；蒋家东，2012）。宠物饲养已成为人们

时尚生活内容之一，人们对宠物饲养的热情高涨，直接催生了宠物行业的热度，宠物诊

疗行业得益于此，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势快速发展（易宗容等，2013；陈鹏峰，2010）。

饲养宠物的数量增加，形成了以北方的北京市和大连市、中东部的上海市和武汉市以及

南方的长沙市为代表的五大宠物市场。现阶段我国宠物市场已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

期，宠物市场正在沿五大市场周边快速发展。除了较常态的宠物训练、宠物美容、宠物

诊疗、宠物食品与宠物用品等宠物行业得到长足发展外，现已出现宠物婚介或宠物婚配、

宠物导盲、宠物旅店、宠物殡葬等新潮行业（蒋宏，2010；赵永富等，2012；李方，2011；

段合敏，2005）。宠物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对这些新兴市场的管理有待加强。总体

上讲我国宠物行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服务内涵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关

制度缺失、产品原创研发动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种类稀少、市场秩序紊乱、乱

收费或暴利丛生、市场监管不力等现象普遍存在（王利利，2008）。中国的宠物产业在

不断引进新品种新品牌的同时，应加强对宠物食品、药品、用品的自主研发，培育宠物

市场，开辟宠物及其用品的交流、交易渠道，提供宠物必须的生活用品和用具，以引导

宠物生产与消费；同时为了给宠物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有关部门应加

强法制建设，快速出台宠物行业的法律法规（沈永恕等，2013；邹连生，2013；吴磊，

2011；冯敏等，2011；百科）。 

为使我国宠物市场的发展更加合理而有序，我国部分城市对动物生产及养殖等行业

从法律层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引导宠物市场规范有序发展且

取得了初步效果。下面将对北京、上海、大连、武汉、长沙等中国五个有代表性宠物城

市宠物诊疗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了解我国现阶段宠物诊疗机构特别是宠物

诊疗机构的发展全貌，进而为探索贵阳市动物（宠物）诊疗机构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

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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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 

规范化发展是动物诊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在行业发展的早期，行内规

范没有形成，往往造成恶性竞争而昙花一现的局面；在宠物机构建立的初期，由于客观

原因，较多的生产经营企业或商家对该行业没有借鉴经验，又未能较好的规划未来发展，

人员结构有偏差，发展方向不明晰等问题十分突出，因此绕了较大的弯路。但经诊疗机

构及相关部门的努力之后，宠物诊疗机构逐步向合理、科学、舒适、规范化方向发展，

服务机构加强内部管理，细化服务及相关功能设置，如前台挂号与导医区、专家坐诊接

诊区，免疫接种区、犬传染病区、猫传染病区、输液区、普通病房区，以及美容区、宠

物用品销售区、住院区等。这些区域按人医设置，体现了卫生、整洁、舒适、人性化管

理及服务的企业特点，增加了主人对宠物医院的好感，环境舒适，工作管理效率有效提

高，从而而且塑造了良好的宠物医院的社会形象。北京动物诊疗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

步进入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阶段（杨善林，2009）。 

1.1 发展规范化 

北京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出现经营性质的宠物诊疗机构，随后针对宠物

行业及执业兽医的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规范文件的颁布与相继出台。国家层面的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则有《关于规范北京市动物诊疗及

兽医职业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市宠物诊疗机构和从业兽医管理的

通知》、《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管理规定》等。北京市宠物诊疗行业进入规范性管理阶

段，特别是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行政实施的《动物诊疗许可》，为解决宠物诊疗行业保健

服务自身存在发生的问题及各种投诉案件提供了依据，也为宠物诊疗机构硬件——经营

场所、面积、设施、设备；软件——从业兽医条件、注册、规章制度、再教育等进行了

规范性管理。北京宠物诊疗行业经过自发和规范性管理后，2005 年，北京市宠物医院规

模已发展到 195 家，注册宠物医师达到 628 名，宠物医师助理（护士）201 名，执业注

册率达到 57％，参加在教育宠物医师达到 18000 人次。2010 年，北京市宠物诊疗机构

规模继续发展到 321 家，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人数持续增加[13]。北京市宠物诊疗行业的规

范成为我国其他地区宠物诊疗行业争先效仿的发展模版。 

1.2 发展专业化 

在动物诊疗行业发展初期，动物从业人员层次参差不齐，人员结构混乱，甚至出现

兽医、人医混用的情况，而且没有专门针对某种动物的特色专科。随着宠物诊疗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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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较多人用医疗设备经过技术改造初步应用于动物医疗，动物专用 X 光机、呼吸麻

醉机、B 超机、手术台、生化、血常规、血气分析仪，甚至动物专用牙科工作台等的广

泛应用，从业兽医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宠物诊疗机构在诊疗、治疗某种疾病方面逐

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日趋形成特色专科。目前北京动物诊疗行业不仅在某些专科疾病

诊断、治疗、用药等方面技高一筹，也更加凸显出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更加专业化。 

1.3 发展科学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针对动物疾病的诊断更加科学。以往兽医诊断动物疾病主要

凭望闻问切和主观的经验主义，通过采用治疗性诊断的方式才能确定病情。随着北京市

经济的发展，较多先进诊疗仪器通过进口的方式被搬进了宠物诊疗机构场所，为宠物疾

病的快速诊断、治疗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北京市是各类宠物诊疗仪器设备配置最为全

面的地区，各类宠物诊疗仪器频繁用于临床，极大地提高宠物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大大

缩短确诊疾病原本需要花费的大量时间，为尽量避免延误或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争取了宝

贵的时间，这对宠物诊疗行业长远、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林德贵，2010）。 

1.4 发展国际化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职业兽医从业人员有着严格的行业进入门槛，从事兽医的要求比

从事人医要求更加严格。2009年开始实行北京市率先执业兽医资格试点考试，为进一步

促进我国宠物诊疗机构与国际发达国家接轨，2010年开始在全国正式推行执业兽医资格

考试制度。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实施，是我国兽医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要求，通

过推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我国官方兽医制度将得以建立和完善。在编在岗的兽医执法

人员，经过考试考核后可转为官方兽医。而新进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以及人事宠物诊疗

机构的服务和管理人员，则要求取得执业兽医资格（崔江玉等，2014；吴晗，2010；百

科），并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这要求动物诊疗行业从管理服务、技术水平和设施等等

各方面都要走国际化道路，北京市诊疗机构也在逐渐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1.5 发展现代化 

各行各业都在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这也是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动物诊疗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诊疗机构从管理方式、诊疗

设备和从业人员技术水平结构的现代化。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的好坏，不仅要有较高诊疗

技术，而且还要有先进的管理方式，因此好的管理方式就十分值得肯定与借鉴，而这一

方面北京宠物诊疗机构就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通过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结合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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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条件，创造出适合当地及当前诊疗机构发展需要的管理方式；先进诊疗仪器是开展

动物诊疗活动的前提，也更加容易吸收高端客户，从而创造更多利润；高水平从业人员

是动物诊疗活动能够持续开展的保障，北京市在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中，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的人才发展方式，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张仲秋，2011）。 

此外，宠物行业专用药品、特殊精神麻醉药品将会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特殊药品的

管理使用将得到进一步规范；宠物疾病的诊断、治疗及其预防等将进一步按程序化操作；

宠物品种、血统、主人、健康、预防、疾病状态等相关信息芯片植入管理科学化、疫病

管理系统化、疫情处理科学化、饲养宠物条件文明化等发展趋势。 

2. 上海市动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 

上海市为当今国际化大都市，我国东部经济最为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消费指数位居

全国前列。上海市宠物经济活跃，从宠物诊疗机构的数量来看，1995 年上海市的宠物诊

所或宠物医院仅有 8 家，1998 年发展到 20 余家，10 年后的 2006 年，全市登记注册的

宠物诊疗机构已发展宠物诊所 65 家、宠物医院 10 家，而且遍布上海市的 15 个区县；

目前上海市注册的宠物诊疗机构已超过 200家。上海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心其宠物诊

疗机构发展速度较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发展规模 

2.1.1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有着更多的先天优势引入国外优秀

的资源发展动物诊疗行业，韩国、日本等国家陆续在上海投资宠物行业，为上海宠物诊

疗机构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理念（韩楠，2010）。 

2.1.2 人员及医疗设备配备不断加强 

具有高学历的博士和硕士的注册兽医师逐渐成为上海市宠物诊疗机构中的中坚力

量，护士的学历多数在大专以上，人员层次结构更加合理，符合行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医疗设备配备不断完善，较多人用医疗设备经过合理改造且取得相关证书后，如血球分

析仪、呼吸麻醉机、生化分析仪、内窥镜、尿液分析仪、以及高端影像学设备 B超机和

X 光机等现代化诊疗仪器设备陆续进入了宠物诊疗机构，这些医疗设备使用频率也越来

越高，为宠物疾病的快速诊断、治疗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疾病诊断的准确率和诊

断速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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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模式逐渐向人医发展模式靠拢，特色医疗专业化逐步显现，眼

科、皮肤科、肿瘤、肾病等各科疾病的医疗水平取得了较明显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

还没出现特色专科诊疗的动物医院或诊所，因此，宠物诊疗机构发展成熟还需要时间的

积累。 

2.1.4 宠物诊疗机构日趋规范 

随着全国及上海对于宠物诊疗机构行业监管的法律规范日益健全，社会宣传力度的

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宠物饲养者选择到医疗水平高、服务有保证的正规宠物医院或诊

所就诊，违法从事宠物诊疗活动的“黑诊所” 慢慢淡出市场。 

2.1.5 宠物诊疗机构的管理日趋完善 

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制度、药物管理制度、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规章上墙制度、

重大动物疫情报告制度、卫生消毒制度等制度建设已经规范成熟，深入人心。另外，规

范病历制作与保管、规范开具处方，兽药购销明细、消毒日志、疾病诊疗记录、病死宠

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登记等体现出规章制度的实施落到实处。 

2.2 存在的问题 

2.2.1 药物使用 

（1）滥用抗生素 

一种抗生素只对某些特定的细菌有效而不是对所有的细菌有效，但很多宠物医师没

有根据感染细菌的种类及感染程度确定使用抗生素的种类及剂量，甚至用抗生素进行病

毒性疾病的治疗。长期使用和滥用抗生素的结果是引起宠物的肠胃功能失调、过敏反应、

肝肾毒性、造血机能的抑制，由此引发其它疾病。 

（2）人药兽用 

我国兽药的研发速度落后于宠物诊疗行业的发展速度。《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禁

止将人用药物用于动物的诊疗活动中，违反的机构或人员将处以数万元的罚款。我国现

阶段的兽药还是以传统畜禽为使用对象，专门为宠物研制生产的兽医品种少之又少。宠

物作为特殊的动物群体，其药物要求精制程度高，剂量相对较小，而且宠物疾病病种与

传统畜禽相比差别较大，宠物本身的疾病类型又相当繁多，因此传统兽药满足不了数量

庞大的宠物群体的就诊需求。故现阶段宠物诊治需求量猛增，而宠物用药物又相当紧缺，

这一矛盾使得人药兽用的现象在所难免。人药兽用最终的受害者是人类自身（陈海南等，

2014）。 

甘肃农业大学 2016 届兽医博士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 

2.1.3 宠物医师的专长日益突出 



 

 - 6 - 

部分兽医从业人员对药品使用缺乏应有的常识，在宠物诊疗活动中，超剂量用药现

象屡见不鲜。《中国兽药典》和农业部兽药质量标准与使用说明书对兽药的使用剂量做

出了明确的规定。由于宠物医师的法律意识淡薄及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有的宠物医师使

用的兽药剂量超出规定范围的几倍。 

（4）违规使用生物制品 

《上海市犬类管理办法》和一些城市养犬管理规定类似，其中一点是养犬者须到指

定地点注射犬类狂犬病疫苗，一方面为了公共卫生安全，另方面让饲养的犬只有户口、

有身份，避免犬只造成猎狂犬病免疫接种的真空。然而从事地下狂犬病疫苗注射及其他

疫苗交易的现象多在发生，一旦出现某某犬咬伤民众而出具不了免疫证明，则造成恐惶

的负面社会影响（夏永高等，2007）。 

2.2.2 医疗废弃物和病死动物的管理 

（1）缺乏医疗废弃物管理意识 

《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把宠物医疗废弃物列为危险品之一，里面含有许多病原微

生物，有些成为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传播源头。多数获得《诊疗许可证》有资质的宠物诊

疗机构，对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相关规定已达成共识，像《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

明确规定了诊疗废弃物分类、包装和警示标识，以及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置。但是一些

宠物诊疗机构为节省开支和人力投入，对于医疗废弃物的处理比较随意，甚至将其与生

活垃圾等同处理。 

（2）病死动物的处理不当 

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有利于公共卫生、饮用水安全和食品安全。宠物的繁殖力

高，生存时间一般在 10～15 年，数量庞大的宠物群体，其每年的老死或病死数量不在

小数。因此，这么多宠物尸体的处理考验主人的责任、医院的良知和相关部门的执政能

力。《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规定了病死动物及其相关物品指定的无害化处理场所。尽

管多数的宠物诊疗机构都会与畜主签订无害化处理协议，但是病死的动物尸体往往不知

去向，经常有市民在生活垃圾桶里发现狗、猫等宠物的尸体。 

（3）诊所功能区设置不规范 

除了一些乡镇或城乡结合部，现代的动物诊疗机构特别是宠物诊疗机构的建置，已

经不是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只体温计、一付听诊器一把阉割刀和一些简单药品就挂

牌行医，现代宠物诊疗机构从软件建设和硬件配置上要求越来高，有严格的经营面积要

求和功能区划分。《上海市宠物诊疗管理办法》规定宠物诊疗机构功能区划分，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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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机构功能划分不是太明显，极易造成传染性疾病的交叉传染和不同经营项目的冲

突。 

（4）动物医疗纠纷难以解决 

动物医疗纠纷和人医患纠纷一样，永远是诊疗机构头痛的事情之一。现行的法律法

规中无法找到解决动物医疗纠纷的依据。就诊前院方和主人会签定一些诊疗协议，如手

术协议、危重病例抢救等协议，但这些协议的法律约束性较差，诊治对象好转、康复，

则皆大欢喜，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多数以争吵甚至斗殴开始，而以院方赔款结束。一

旦发生宠物医疗纠纷，“由谁举证？哪个鉴定机构对宠物价值进行鉴定？”等问题都得

不到有效解决。上海市 2006年 11月 1日实施《宠物医疗纠纷调解(鉴定)暂行规则》，

现阶段主要以调解协商为主，但仍缺乏政府层面的支持和指导。 

综上，上海市区宠物诊疗机构在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当前存在的问题，加强相关法

规制定及普法教育、加强日常监督、加强区域隔离和消毒工作的监督、加强解决宠物医

疗纠纷的研究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3. 大连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 

大连市是我国北方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标杆之一，素有北方香港的美誉，其宠物诊疗

市场亦很发达。在动物诊疗行业实行行政许可、动物诊疗经营行为的规范管理等方面卓

有成效，但在大连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过程中仍有一些企待完善之处。以下将对将对

大连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进行概述。 

3.1 发展现状 

3.1.1 各宠物诊疗机构发展不平衡 

大连市宠物诊疗机构在硬件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方面差异较大，其中大型动物医院

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动物诊所相差较大。部分大型宠物医院动物诊疗设备齐全，内部功能

区域划分明显，有些甚至拥有对医院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而一些较小的诊所只有一般

的诊疗设备，缺乏一些比较高档的、必需的现代医疗设备，只能进行免疫接种和简单的

打针、输液等医疗职能。 

3.1.2 动物诊疗场所分布不均 

目前，大连市共有 91家宠物诊疗机构，其中市区内共有 66 家宠物诊疗机构、金州

新区 14 家、旅顺口区 8 家、瓦房店市 3 家，其他县区目前尚无经过县级主管部门审批

的正规宠物诊疗机构，因此存在一定的市场空（尉立国，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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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兽医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大连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较早，较早的兽医从业人员一般毕业于畜牧兽医专科学

校，学习内容多以大动物和禽类疾病为主，为大连市早期畜禽疾病的诊治做出了不可替

代的贡献，在诊疗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但存在知识结构老化，知识更新速度慢，对

最新宠物诊疗技术掌握较少的弊端；而宠物诊疗机构则聘用具有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动

物医学专业人员新生兽医，给宠物诊疗带来了最新的动物诊疗技术(胡君南，2013)。 

3.1.4 经济效益两极分化 

宠物诊疗机构作为由市场主导的盈利组织，经营方式和理念的不同将直接影响诊疗

机构的经营效益。设备全、规模大、技术好的宠物诊疗机构，经济效益较好，呈现良性

循环模式，年营业额在 100万元～200万元以上，而部分宠物诊疗机构年的营业额在 10

万元左右，经济效益差，没有多余资金购买先进仪器。经济效益好的宠物诊疗机构积极

开办连锁宠物诊疗机构，而部分经济效益差的宠物诊疗机构却关门停业。 

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从业人员整体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自从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来从业人员学历普遍较高，但学历高并不代表诊疗技

术一定高超，从当前整体医疗技术水平来看，常见病的治疗基本上都能胜任，但是对一

些疑难病缺乏成熟有效的治疗措施，特别是诊疗行业的专业权威相当缺乏，不能形成有

效的带头作用（黎晓平等，2009）。 

3.2.2 医患纠纷无有效处理依据 

宠物诊疗机构作为服务行业，医患纠纷屡见不鲜，动物在诊疗过程常会因病情的严

重程度和诊疗方式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处理不当甚至会引起上访事件的发生，因

此，出台专门针对宠物诊疗机构医疗处理法律法规显得十分必要，也是当前处理医患纠

纷的最佳方法（刘晓静等，2010；陈秋英等，2011）。 

3.2.3 整体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有研究表明，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的好坏与管理水平存在很大关系，如应用现代管理

软件、优化员工考核方式，是当前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而部分宠物诊疗机构因规模

较小，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不严格，缺乏创新活力，随时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3.2.4 法律意识有待加强 

目前，大连市已建立比较完善的动物疫情报告体系，并明确提出将宠物诊疗机构纳

入其中，发挥了很好的疫病观察员、报告员作用，在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方面起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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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但个别宠物诊疗机构负责人法律观念不强，是思想不重视，认识不到位，没有

很好的履行报告疫情的职责，存在一定的防控隐患，其法律意识有待加强（赵冰宇，2013；

尉立国，2013）。 

3.3 方法对策 

3.3.1 加强媒体宣传，积极正面引导 

通过报社、电视等媒体的正面宣传，发挥媒体强大的舆论优势，普及有关知识公共

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对宠物行业的认识，给予正确舆论导向，理性看待人与动物之间的

关系，在有效防治人畜共患病的同时，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社会恐慌（赵冰宇，2013；

尉立国，2013）。 

3.3.2 规范宠物诊疗机构内部管理 

依法加强用药记录，完善处方管理、病例档案、诊疗制度和就诊须知等软件管理，

规定宠物诊疗机构所有处方、病例或诊断书要采用统一的格式书写、保存，积极上墙公

示从业人员的有效资格证件、诊疗管理制度、收费标准等，主动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执法

部门的监督检查，并重点加强诊疗场所日常消毒、病死动物尸体及废弃物品的无害化处

理工作，确保公共卫生安全（阙乐容等，2013；尉立国，2013）。 

3.3.3 加强法律知识培训 

相关职能部门在检查宠物诊疗机构时，加强对法人和全体员工法律法规宣传，使其

知法、懂法、守法，并对违法案件的处理结果及时予以通报，对宠物诊疗机构起到预警

和警示作用，促使诊疗机构合法、诚信经营（阙乐容等，2013；尉立国，2013）。 

3.3.4 加强行业自律，建立良好竞争机制 

通过不断学习，引进其他地区先进诊疗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提高宠物诊疗水平和

服务管理水平，各宠物诊疗机构间展开公平、公正的行业内竞争，塑造行业标兵，充分

发挥设施好、技术高、诚信佳、收费合理的宠物诊疗机构的示范带头作用，营造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积极引导、支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加强行业自律，规范

从业行为，避免无序、恶性竞争（赵冰宇，2013；尉立国，2013）。 

3.3.5 妥善处理诊疗纠纷 

为营造和谐的宠物诊疗环境，尽量避免和减少医患矛盾，切实肩负起宠物诊疗机构

的社会责任，有关职能部门应促成动物医疗纠纷的法规或仲裁机构早日出台，积极协助

宠物诊疗机构处理各类诊疗纠纷，提高宠物诊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尉立国，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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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加大监查力度，做好年审工作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执法检查，整顿宠物诊疗行业，赏罚分明，积极受理举报投诉，

不断规范和维护宠物诊疗市场秩序；行政主管部门在对宠物诊疗机构的年审工作中严格

把关，依法采取警告、罚款、整改、停业整顿、吊销诊疗许可证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有效

制约，敦促宠物诊疗机构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促进大连市动物诊疗行业健康有序地发

展（赵冰宇，2013；尉立国，2013）。 

4. 武汉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 

经营面积较小、执业兽医人员不足、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为当前我国和地区宠物诊疗

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武汉市为华中地区最大都市及中心城市，宠物诊疗市场方面起步

较晚，也存在这方面的情况，媒体曝光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影响政府部门形象及宠物

诊疗机构的发展（吴岳等，2007；马涛等，2011）。下面对武汉市宠物诊疗机构现状作

一个初步描述。 

4.1 基本情况 

武汉市现有宠物饲养量约 l3万只左右、宠物医院和诊所近 100 家，遍布全市 17个

区。近年来，武汉市依据《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多次对宠物诊疗市场进行拉网式

整顿，效仿有些地区先后实施犬类定点免疫、宠物免疫网络化管理(IC卡)、动物诊疗许

可和从业人员许可等多项措施，逐步净化了宠物诊疗市场（徐贤坤，2012）。但由于近

年《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相继修改，而国家、湖北省未及时制定有关动物诊疗市

场监管方面的规章制度，宠物诊疗市场的监管还存在一些盲点和薄弱环节。 

4.2 存在的主要问题 

4.2.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动物防疫法》修改实施以来，武汉市对宠物诊疗市场的经营和管理方面未制定相

关的规章制度，对宠物诊疗市场的监管没有具体的界定标准，操作性不强，对宠物诊疗

市场的规范性尚无章可循，相关规范性文凭或法规有等出台。 

4.2.2 诊疗条件较简陋 

全市宠物诊疗场所营业面积整体偏小，最小的 1家宠物诊所营业面积只有 8平方米，

最大的 1 家宠物医院面积 400 平方米，大多数营业面积在 20～50 平方米，属 1 间房门

诊，不能划分工作区，部分宠物诊疗机构仅有几张桌子和听诊器等最简单的诊疗器械和

设备，个别甚至没有基本的手术用器械、设备和检验器械，且设备达不到安全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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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乐容等，2013）。 

4.2.3 诊疗用药不规范 

和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人药用于宠物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大量使用的疫苗中，

有的无批准文号，来源渠道不明；有的从业人员半路出家，未经动物医学相关知识的学

习，使用药物时心里没底；还有药物过期时间较长，仍存在继续使用的现象专业。 

4.2.4 人员资质较混杂 

按照《宠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开办动物诊所的必须至少有 1名执业兽医。

但武汉市已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的 155人中，只有少部分从事宠物诊疗活动，有的只是

挂个空名真正担当诊治重任的是没有资质的一般技术人员；有的是 1个人受聘多个宠物

诊所；有的宠物诊所无执业兽医，就靠“家传”手艺行医。 

4.2.5 乱收费现象严重 

武汉市只有少部分宠物诊所实行明码标价，绝大多数宠物诊所处置和药品价格都由

个人说的算，很多项目的诊疗费用贵得令人咋舌，因为无严格收费标准，宠物诊所收多

高的价都不违法，闹起纠纷也只能以调解为主。 

4.2.6 诊疗垃圾处置难 

武汉市宠物诊所（医院）数量较多，而且分布范围较大，遍及 17 个行政区，如同

有的地区一样，逐个诊所进行回收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很难规范进行诊疗垃圾回

收处理，这些诊疗垃圾基本上与普通生活垃圾一起进行常规处理，给环境和疫病传染带

来隐患（徐贤坤，2012；李晋飞，2007）。 

4.2.7 诊疗纠纷不间断 

人的医疗纠纷时有报道，宠物医疗纠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逐渐增多，引起医疗

纠纷的原因，一种确实是诊疗机构的误诊误治所致，另一种是危重病例治愈希望不大所

致。只要就诊的宠物死亡，不管出于哪方面的原因，主人总要讨个说法，双方处理不好，

便惹上医疗纠纷。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宠物医疗纠纷处理条文，武汉市也未设立宠物

诊疗事故鉴定机构，这为宠物诊疗行业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4.2.8 诊疗档案不健全 

普遍没有建立较完整的宠物诊疗档案，无宠物门诊病历记录和诊疗处方笺，只有少

数宠物诊疗机构在对宠物进行诊疗活动时有开具诊疗处方笺，但也存在着诊疗处方笺缺

少执业兽医签名或代签名、填写不规范和病历档案记录保存不全等现象（徐贤坤，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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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宠物诊疗市场监管是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部门提出的新课题和新挑战，也是中

心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根据当

前武汉市宠物诊疗市场的监管现状，采取规范许可审批、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理顺市场竞争机制、严惩违法行为等措施，能为宠物诊疗行业创造良好环境。 

4.3.1 严格宠物诊所行政审批 

依据《宠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和湖北省要求，参照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规范宠

物诊疗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硬件设施标准，严把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发证和监督关，要求选

址必须合理且远离学校、医院等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硬件上面积要达标且布局合理，

消毒、检查、化验等设备仪器要完备（徐贤坤，2012；朱振，2013）。 

4.3.2 实施执业兽医准入制度 

在审批《动物诊疗许可证》时，严格执业兽医要求，建立执业兽医队伍档案和宠物

诊疗人员资格审查制度，只有依法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的人员才能从事宠物诊疗活动，

并且持证上岗，自觉接受管理部门和消费者监督。 

4.3.3 规范宠物诊疗经营行为 

规范宠物诊疗经营行为，在宠物诊疗机构内明显位置公示诊疗资格许可证和服务人

员资质证件、服务范围和项目、收费价格标准和各项管理制度，严禁非免疫点擅自从事

宠物免疫注射活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置病死宠物和诊疗废弃物，严禁违规从事

兽药经营和使用非正规渠道购入无批准文号兽药。 

4.3.4 成立诊疗事故鉴定机构 

各宠物诊疗机构在加强行业自律的同时，为避免恶性竞争，应成立宠物诊疗协会，

建立宠物诊疗医师专家库，出台《武汉市宠物诊疗事故鉴定办法》，一旦发生宠物诊疗

纠纷时，由监督部门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3～5 名宠物医生组成鉴定小组，对宠物医疗

纠纷进行事故鉴定和评估，并出具《宠物诊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作为监管部门处理纠

纷的主要依据。 

4.3.5 加强诊疗台帐档案管理 

对宠物诊疗病历、处方、诊断书等有关诊疗文书的格式、书写、管理等方面实行全

市统一，宠物诊疗机构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严格实行诊疗台帐档案保存 3年以上制度，

接受监督部门检查，为处理诊疗纠纷提供基础性依据。 

4.3.6 加大诊疗行业处罚力度 

宠物诊疗市场的监管涉及到畜牧兽医、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需要各相关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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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联合执法，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非法宠物诊疗、无证行医、违规使用无批准

文号假劣药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宠物诊疗行业得以健康、规范、良性、有序地发

展（阙乐容等，2013）。 

5. 长沙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 

长沙市属湖南省会城市，其宠物医院最早源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开设数量少，且

医疗设备简单，基本上一个温度计、一付听诊器、一张诊断台桌就对病情做出诊断及用

药。在经过二十来年的发展之后长沙市城区宠物诊疗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朱振等，2013）。本部分就长沙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简

要综述。 

5.1 发展现状 

5.1.1 行业发展历程 

随着群众更加注重精神享受和生活乐趣，养宠物的民众越来越多，宠物在人们心中

的地位更加凸显。长沙市宠物市场经过多年的积累，发展逐步完善，宠物诊疗机构的服

务项目更加多元化，除宠物诊疗、宠物用品销售外、还经营着宠物美容、寄养、宠物繁

殖、销售等活动，而宠物婚介、训练、比赛、摄影、殡葬、保险等一系列服务项目也在

逐步兴起（朱振，2013）。宠物饲养的热潮给宠物诊疗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长

沙宠物诊疗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离成熟期还有一段发展历程，行业发展的各

领域还不平衡，发展空间大。 

5.1.2 宠物诊疗机构条件不断改善 

在相关动物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长沙市宠物诊疗机构软硬件建设得到了极大改

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选址符合动物防疫及公共卫生要求，远离了学校、

医院、办公场所、体育馆等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且周围无动物饲养、屠宰、动物产品

加工等场所；（2）有比较合理的布局与规划，宠物诊所诊疗面积大于 40平方米、宠物

医院大于 100平方米，设有专门的诊疗室、化验室、药房、手术室和隔离室等功能区域，

有独立的宠物美容和用品区域；（3）从业人员均具有执业兽医或执业助理兽医资格证，

有 10%左右的诊疗机构已有一定规模，并配备了较为完整的医疗设备，包括血常规分析

仪、生化分析仪、X光机、B超机等设备；（4）具有消毒及无害化处理等设备，并配备

了与之规模相适应的消毒器械、化验设备、手术及治疗器械；（5）规章管理制度进一

步健全，各岗位职责分工明确（朱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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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业监管现状 

5.2.1 宠物诊疗行业监管逐渐规范 

对动物诊疗活动的监督管理不断得到规范，通过借鉴有关城市的管理经验，增强对

行业的监管力度，先后制定了《长沙市城区动物诊疗条件审核管理规定》、《关于进一

步规范城区宠物诊疗行为的通知》、《关于做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等一系

列条文法规，引导行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朱振，2013）。自 2006

年实行宠物诊疗机构《动物诊疗许可证》以来，全市共查处无证经营的宠物诊疗机构 10

余家，对城区宠物诊疗机构监督检查 200 余次，集中整治违规使用假兽药、劣质兽药和

人药兽用的宠物诊疗机构，协助当事人妥善处理各类宠物医疗纠纷 10余起（朱振，2013）。 

近几年，相关执法部门每年暑期要组织宠物诊疗从业人员进行宠物医生业道德、法

律法规、诊疗技术等方面的学习培训（朱振，2013）。2010年以来，动物防疫部门组织

广大兽医从业人员参加全国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2013年长沙市城区取得《动物诊疗许

可证》的宠物诊疗机构已有 42 家，执业宠物医师和助理执业宠物医师约 120 人，通过

执业兽医和助理执业兽医资格的从业人员 38 人，占全市总数的 31.7%（朱振，2013）。 

5.2.2 行业监管模式转变 

长沙市相关部门从 1994年起就开始对城区实行“免疫证”、“饲养证”管理制度，

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规范长沙市宠物诊疗机构行业工作。1998年，长

沙市政府明确规定，犬类动物的免疫、养犬许可证的发放和年审、违规犬只的捕杀均由

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均由市畜牧兽医行政部门主管（朱振，2013）。2001年起，明

确了公安部门是城市养犬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养犬的审批与违章养犬的处理、扑杀狂

犬和野犬，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兽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免疫注射、发放免疫证明和犬类

狂犬病疫情监测及对宠物诊疗机构《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审核发放等工作，卫生部门负

责人用狂犬病疫苗供应、接种、病人的诊治及人类狂犬病疫情监测工作（朱振，2013；

赵祖翔，2006；百科，2006）。 

明确规定了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有助于人兽医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防控。这一

做法值得推广，既确保宠物的健康，又让宠物诊疗人员自身得到安全保障，为宠物诊疗

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朱振，2013）。 

5.3 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虽然监管力度加大，但整个行业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非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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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兽医职业道德、病死动物处理方式、医疗纠纷处理依据等较为突出。 

5.3.1 非法行医仍然存在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行业的混乱使较多从业人员特别是老兽医根本不了解相关兽

医制度法规，自 2010 年全国正式实施执业兽医考试制度以来，有些老兽医因专业或学

历限制无法取得有效执业兽医资格，但迫于生活压力无法转行，使得该部分人员存在非

法行医的可能（施振声，2004）。宠物诊疗行业属于新兴行业，与人们的生活水平密切

相关，国家对宠物诊疗收费没有合理的指导意见或说明，因此宠物诊疗行业收费普遍较

高，利润空间较大，驱使一些无资质人员非法从事宠物诊疗的动机加大，一些挂牌为美

容店、宠物用品店的商家也在悄无声息的从事着非法经营宠物诊疗的活动，由于这些机

构属于工商部门管理的范畴，加上取证难度较大，兽医主管部门无法开展对这些机构的

打击行动，同时宠物诊疗成本低、利润高、手段隐蔽，因此取缔难度较大，严重干扰着

宠物诊疗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朱振，2013；王水生，2014）。 

5.3.2 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受经济利益驱使，部分执业兽医职业道德缺乏和责任感缺乏，不注重学习和临床经

验的积累，唯利是图，加上一些半路出家的兽医诊疗人员，更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完全

丧失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导致兽医从业人员的名声大打折扣，给本市的从业兽医人员的

职业道德在舆论上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加强基本职业道德的宣传和学习，从正面积极引

导兽医良好职业道德，促进宠物诊疗可持续发展（朱淑琴等，2009；尹训刚等，2008）。 

5.3.3 行业法律法规不健全 

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扶持，加上宠物机构自身的努力，诊疗行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戴

璐君等，2007）。宏观上的一些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宠物诊

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等，在战略的高度上为兽医指明了责任方向，

但具体到宠物诊疗机构方方面面的实践问题，则缺乏很多法令条文，如宠物医疗纠纷的

处理、医疗废弃物及病死动物的处理、合理收费标准等，这些法空白在给兽医主管部门

带来管理难度的同时，也给医患关系、城市公共卫生带来隐患（朱振，2013）。 

5.3.4 职能部门之间配合管理力度不大 

目前宠物诊疗机构单纯进行疾病诊疗的越来越少，多数兼营宠物用品、宠物饲料（如

猫粮、狗粮），有的还经营宠物美容、宠物游乐场和宠物繁殖。长沙市多部门联合执法

主要针对狂犬病，这属于疫病防制的范畴，而现在新添了那么多经营项目，恐怕超出了

执法部门预期，而且，多部门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信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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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及时性，统一步调的难度加大（牛庆斐等，2010；张利军，2011;朱振，2013），不

利于宠物诊疗市场的长效发展。 

5.3.5 相关制度难以落实 

很多制度还有待于健全，但一些出台的规章制度又没得到很好贯彻实施，如放生物

制品的冰箱混放食品，病死或安乐死的宠物尸体乱扔，随意处置医疗废弃物，药物违规

使用等（郭立民等，2008）。这些行为习惯的改变，除了有约束力的条文外，还靠长期

的人文素质修养和文化建设。 

5.3.6 行业协会缺失 

行业协会是行业生存发展的平台，目前长沙市在动物诊疗行业缺乏宠物诊疗等相关

行业协会，这样就起不到上情下达、互通有无的作用，给发展壮大宠物诊疗行业带来诸

多不便，和其他地区信息咨询和合作交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利于宠物行业的发

展。 

5.3.7 医疗纠纷无处理依据 

在动物诊疗活动中，由于多种原因医疗纠纷在所难免，但是当前并没有专门的一部

法律是针对动物诊疗行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地方规章作为

依据，在出现医疗纠纷的情况下，宠物主人也难以占到优势，使得宠物主人和诊疗机构

的合法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动物诊疗行业的健康发展（齐志翔，2007）。 

6. 总结 

1）北京、上海、大连、武汉、长沙等在大城市宠物市场活跃，活跃的宠物市场催

生和带动宠物诊疗行业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动物诊疗行

业特别是宠物诊疗行业整体起步较晚，多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才兴起，发达如北京、上

海地区，其宠物诊疗行业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很多环节需要逐步完善和规范。 

2）值得欣喜的是，我国人口多、地域广、内需大，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宠物

诊疗市场大有后发赶超之势。传统的诊疗对象是针对为民众提供肉、蛋、奶的畜禽，但

如今已悄然转向家养宠物或伴侣动物。以现阶段在中国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王牌领军

型宠物诊疗机构----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为例，医院分为大动物诊疗区和小动物诊疗

区，大动物诊疗区常年“门前冷落鞍马稀”，鲜有大动物投医问诊；而小动物诊疗区则

前往就诊的车辆川流不息、门庭若市。除了一些与乡村接壤的动物医院偶尔接诊大动物

病例外，地处大城市中心地段的动物医院清一色的就是为宠物的卫生保健服务，宠物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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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的名称也往往冠以某某宠物医院或某某宠物诊所。 

3）据 2015 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最具“钱景”行业的排行榜上，宠物行

业竟然排在第一位。现阶段宠物医学方面的本科生、研究生数量暴增，情绪高涨，动物

医学方面的学术年会对宠物医学多有涉及，而两年一度的临床兽医学术会议多成为宠物

医学的专场，每年全国乃至全世界所举办的宠物医学学术会议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

缭乱。这些现象既表明宠物医学已成为动物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今

宠物经济的活跃程度，印证了宠物诊疗行业极具市场发展前景。 

4）贵州省属于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之列，而贵阳市为其省会城市，动物（宠物）

诊所（医院）发展现状如何？发展前景怎样？这将是值得调查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此，

本论文在对我国五个有代表性的宠物诊疗市场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总结之后，将对贵阳市

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评估，以期为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提供经验借鉴。

甘肃农业大学 2016 届兽医博士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 



 

 - 18 - 

 

第一章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规模现状分析 

 

动物诊疗机构包括动物医院或动物诊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防站，兽医站，

畜牧兽医站以及各类动物疫病检测与诊断实验室等。动物医院或动物诊所的就诊对象理

论上包括各种饲养的动物和野生动物，而宠物医院或宠物诊所的就诊对象仅指家养宠物

或伴侣动物。文中所指的宠物诊疗机构仅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宠物医院或宠物诊所。 

贵阳市最早的动物医院为原贵州农学院动物医院，创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现更名

为贵州大学动物医院。真正意义上的宠物诊所（医院）则成立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总起来看，贵阳市动物诊疗机构特别是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起步较晚，且与经济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本章节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拟对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数量、

分布以及相关指标进行调查分析，摸清楚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规模状况，为进一步

加快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数量及其属性分析 

经走访调查，显示目前贵阳市正规登记注册的宠物诊疗机构分布于南明区、云岩区、

乌当区、花溪区、观山湖区等，诊疗机构名称、数量及属性见表 1-1。 

表 1-1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数量及性质(2015) 

Table 1-1  Property and Quantity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2015) 

宠物诊疗机构名称 数量/个 所在行政区划 性 质 

安康动物医院、众宠动物医院、迪尔宠物医院、贝

斯特动物医院、波波宠物医院、爱心宠物医院、吉

祥宠物医院、唯克特宠物医院、道恩动物诊所、林

芮动物医院、康宝宠物诊所、幸记宠物诊所 

12 南明区 私立（民营） 

金港爱乐动物诊所、多爱宠物诊所、康诺动物医院、

黔灵动物医院、吉祥宠物医院(分院)、合群宠物医

院、恩吉尔动物医院 

7 云岩区 私立（民营） 

新天宠物医院、宠康动物医院、金华宠物医院、康

诺动物医院(分院) 

4 乌当区 私立（民营） 

爱友宠物诊所、吉祥宠物医院(分院) 
3 花溪区 

私立（民营） 

贵州大学动物医院 公立（非民营） 

宁济动物医院、爱丫丫宠物医院 2 观山湖区 私立（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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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可知，截止 2015年，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共有 28 家，其中私立（民营）

性质宠物诊疗机构共有 27家，占总比例的 96.43%（27/28）；而公立（非民营）性质宠

物诊疗机构只有贵州大学动物医院 1 家，只占总比例的 3.57%（1/28）。因此，在数量

上来讲，贵阳市私立（民营）性质宠物诊疗机构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

进一步开放，民营性质宠物诊疗机构数量还会更进一步增加，而非民营性质宠物诊疗机

构只有 1家的尴尬局面可能继续存在。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近年来国家也加

大了对非民营性质宠物诊疗机构的支持力度，通过引进先进仪器，硬件水平得以大幅提

升，相信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非民营性质宠物诊疗机构将会迎来又一个新的春天。 

宠物诊疗机构（宠物医院或宠物诊所）按其归属的不同，分为公立宠物诊疗机构和

私立宠物诊疗机构。在贵阳市，绝大多数宠物诊疗机构属于私立性质的动物医院（诊所），

主要集中分布在贵阳市的南明区和云岩区。贵阳市属于西部省会城市，在贵州省属于经

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但是放在全国来比较，贵阳市与其他发达省会城市仍有不少差距。

据 2013 年国民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3 年贵州省 GDP 增速全国第一，但总量仅排

在全国第 26名，属于中下游水平，这意味着贵州省还有较大发展潜力。随着贵广高铁、

沪昆高铁等重要干线的完工，贵州省经济总量将明显上一个新的台阶，届时贵阳市宠物

诊疗机构，特别是私立性质宠物诊疗机构数量及营业额将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公立性质的动物医院主要是以学校、科研机构为依托而组建的动物医院，实行事业

单位建制和企业管理的模式，有大量专家和人才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立动物医院

品牌效应大，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徐闯等，2010；李本

强等，2008）。但是公立动物医院的发展往往与所属机构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体

制和运作方式上存在一定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诊疗对象的悄然转移，公立

动物医院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定局限性。公立动物医院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科研、

教学实习基地和对外服务的窗口，为科研、教学和学生实习提供了大量的“标本”，但

是在对外服务中难免存在灵活性和积极性欠缺问题（徐闯等，2010；李本强等，2008）。

贵州大学动物医院作为贵阳市唯一公立动物医院，在计划经济之时，贵州大学动物医院

曾红极一时，是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动物诊疗机构，其规模及经

济效益在全省首屈一指，特别是在大动物疾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方面有着其它宠物诊疗

机构无法匹敌的实力。但随着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民营性质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全

面放开，且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逐渐壮大，而公立性质宠物诊疗机构因自身体制与市场

经济不相对应而逐渐消退。近年来，公立性质动物医院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逐渐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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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色，例如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将公立性质动物医院改制为股份制有限公司，改

制后的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发展，同时能够顺利通过诊疗许可证的

严格审批程序，最终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据有关数据统计，截止 2013 年全国农业院

校中的动物医院，因其属于事业单位而无法办理营业执照的仍有 60 多所。因此，公立

宠物诊疗机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体制问题，也是体制问题使得动物医院发展严重受

阻，如何破解该难题或许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院的案例值得借鉴。 

 

2.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地域分布与经济状况关系分析 

贵阳市行政区划包括 6 区 4 县，6 区指云岩区、南明区、乌当区、白云区、花溪区

和观山湖区，4 县指清镇市（县级）、修文县、息烽县和开阳县。4 县尚无现代意义上

的宠物诊疗机构，因此论文只对 6个行政区拥有的宠物诊疗机构进行调查统计。云岩区

和南明区属于贵阳市的老城区，这两个区是当前贵阳市行政区划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区

域。据 2013 年贵阳市云岩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计划情况的报告可知，全区在当

年完成生成总值为 515.53 亿元，同比增长 16.6%；而贵阳市南明区在 2013 年完成生产

总值为 440.07 亿元，同比增长 17.80%。从总量上来看，云岩区经济总量仍占有优势，

但南明区近年来有迎头赶上的趋势，据贵阳市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可知，该年完成生产总值 2085 亿元，占全省总值的 26%，经计算可知 2013 年

贵阳市老城区生产总值占贵阳市的 45.83%，占整个贵州省的 11.92%。因此，贵阳市老

城区全年生产总额已占据了贵阳市经济发展贡献主要位置。 

截止 2015年，贵阳市不同城区宠物诊疗机构分布见表 1-2。 

表 1-2 贵阳市不同城区宠物诊疗机构分布(2015) 

Table 1-2 The Distribution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Different Area of Guiyang City(2015) 

分布区域 所在行政区划 数量/个 比例/% 合计/% 

老城区 
南明区 12 42.86 

67.86 
云岩区 7 25.00 

其他城区 

乌当区 4 14.29 

32.14 
花溪区 3 10.71 

观山湖区 2 7.141 

白云区 0 0.00 

合计 28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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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 可知，贵阳市老城区宠物诊疗机构数量占 67.86%，而其他城区域仅占

32.14%的比例，不足老城区一半。宠物诊疗机构属于第三产业，其发展规模、速度与当

地经济发展成正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成长。贵阳市宠物诊

疗机构的分布也正好反映出这一特点。经济规律显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 3000 到 8000 美元之间时，宠物行业就会快速发展（丁耀，2011；贺生中等，

2008；刘锐等，2005）。饲养宠物的热度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

的，这在国外早已得到证明，而中国近十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宠物热的兴起奠定了基

础，同时也为相关产业的繁荣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朱院利，2006)。据网上公布数据来看，

贵阳市 2009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 22832 元，按年末汇率计算折合 3344美元，首次进

入 3000 美元行列，至 2013 年贵阳市人均生产总值达 7562.49 美元，也正是从 2009 年

开始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行业数量有了较大的发展。 

虽然近年来政府出于对公众安全考虑，各大城市政府都执行了严格的宠物饲养限制

条例，实际上宠物饲养量却有增无减，如北京、上海等经济发展水平均居于全国前列。

资料显示，北京目前约有 50 多万只，而且仍在以每年 8%的速度增长，上海则约有 70

万只，每年在宠物上的花费高达 6亿元（汪莉娜等，2014；李宝强，2012；高俊岭等，

2008；郑辉等，2005）。在我国东北宠物产业也日渐成形，并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业已

形成生产繁殖、物流两个体系(http://blog.sina.com.cn/taijishi，2007)。 

因此，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规模、速度与经济的发展情况呈现紧密的正相关，这也

是为何贵阳市老城区与其他区域在宠物诊疗机构数量上形成巨大差别的主要因素。 

 

3. 贵阳市取得资质的宠物诊疗机构分析 

国家为规范动物诊疗行业，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自 2010 年在全国全面实行执业

兽医师资格证考试制度，同时对动物诊疗机构中动物诊所与动物医院有了明确意义上的

区别（尤华，2010）。根据《贵阳市动物诊疗机构许可证办理办法》，诊所与医院的区

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执业兽医师人数：诊所至少有 1 人持有执业兽医师资格

证书，医院至少有 3人持有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2）营业场所面积：诊所不低于 40m2，

乡村诊所不低于 30m2，医院不低于 150m2。对于执业兽医人数，一般宠物诊疗机构均没

有存在太大的门槛，但在营业场所面积上，却能够限制不少宠物诊疗机构申请为动物医

院，因此贵阳市动物医院的申请难度将逐步加大。表 1-3为贵阳市农委兽医医政处 2015

年 1月份发布的已获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宠物诊疗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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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贵阳市取得资质的宠物诊疗机构名单（2015） 

Table 1-3 The Name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Licensed in Guiyang City(2015) 

所在区划 机构名称 地址 许可证号 

云岩区 

贵阳云岩金港爱乐动物诊所 
贵阳市云岩区瑞金中路 69号

综栋 3单元 3层 B 栋 
云 2014001 

贵阳云岩多爱宠物诊所 
贵阳市云岩区黄山冲 33号枫

林 5幢 1单元 2层 4号 
云 2014002 

贵阳云岩康诺动物医院 贵阳市云岩区嘉禾路 52号 云 2014003 

南明区 

贵阳市南明区唯克特宠物医院 
贵阳市南明区贵惠路 13号 4

单元 1楼 01号 
南 2014001 

贵阳市南明区道恩动物诊所 
贵阳市南明区青年路 125号 2

栋 1楼 1号 
南 2014002 

林芮动物医院 
贵阳市南明区贵钢花鸟市场

22-2、21-10号楼上 
南 2014003 

贵阳市南明区康宝宠物诊所 
贵阳市贵钢花鸟市场外 3栋

13号 
南 2014004 

贵阳市南明区吉祥宠物医院 贵阳市南明区贵钢外 4栋 7号 南 2014005 

开阳县 开阳县山鹰动物诊所 开阳县东山路 226 号 开 2014001 

花溪区 爱友宠物诊所 花溪区小河锦江路 374 号 花 20140001 

观山湖区 贵阳观山湖宁济动物医院 
观山湖区金龙国际花园

43-1-12号门面 
观 2014001 

 

表 1-3 是截止 2015 年 1 月贵阳市官方承认的宠物诊疗机构，其名称和资质均经过

贵阳市工商局和区农委的实地考核。由于贵阳市最新的动物诊疗许可证实行时间不长，

仍有大部分宠物诊疗机构的诊疗许可证在申请中，因此目前的数据不能代表全部，但仍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截止 2015 年 1 月贵阳市共有 5 家宠物诊

疗机构取得动物医院的资质，有 6家宠物诊疗机构取得动物诊所的资质，在总数比例上

动物诊所略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申请动物医院对申请的诊疗机构要求更高。从

长远来看，申请动物医院将更利于今后的发展，也将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根据当前

贵阳市农委的规定，动物诊所不能够进行腹腔和胸腔手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诊所

和医院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在犬猫手术中，雌性动物绝育手术，或一些常见的腹腔疾病，

如膀胱结石，肠梗阻，子宫蓄脓等，均需要进行腹腔手术，正是因为这些基本的手术占

据了营业额中较大份额，这也就形成了动物诊所和动物医院的巨大差别。但是，也不能

说动物诊所就毫无发展前景可言，动物诊所最好的发展方向就是形成某一特色专科，特

色专科的形成将是规范化管理后的诊所能够蓬勃发展的最佳形式（于鲲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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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营业状况分析 

宠物诊疗机构营业额与经营地段、管理方法、诊疗技术、收费水平和经济收入以及

医疗纠纷等密切相关。关于每个宠物诊疗机构的具体营业额一般是通过走访调查而获

得，而在实地问卷调查时商家会隐瞒真实情况。虽然所获得的数据在真实性方面可能要

打一些折扣，但是在反映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运营情况、就业状况以及宠物经济的活跃

程度方面，仍极具参考价值。 

表 1-4显示贵阳市登记注册的 28家宠物诊疗机构 2014年度月平均营业额统计分布

情况。 

表 1-4  2014年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月平均营业额 
Table 1-4  The Monthly Mean Turnover of Pet Treatment Institution in Guiyang City (2014) 

 

  营业额/万元 宠物诊疗机构数量/个 最高营业额/万元 最低营业额/万元 

≥10 5 60.0 12.0 

6～10 9 9.0 6.0 

3～6 9 5.5 3.0 

＜3 5 2.5 0.3 

平均营业额（万元） 8.2（228.8/28） 

 

由表 1-4可知，目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营业额在不同诊疗机构间差距较大，月

最高营业额高达 60 万元，最低则为 0.3 万元，月平均营业额为 8.2 万元。宠物诊疗机

构属于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其发展规模必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的加快，经营有方的宠物诊疗机构将具有更多的高端客户和客源，因此差距极有可能进

一步拉大。从宠物诊疗机构当前主要诊治的病种、病情来分析，传染病等将会逐渐减少，

诊疗机构为了获得盈利，必将转向犬猫等老年病的诊疗上，宠物保健等将得到极大发展。

在北京、上海和沿海等发达城市，目前基本上较难接诊到传染性较强的病例，且随着宠

物生活质量的提高，宠物的老年病等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孙姝等，2013）。从调查统

计的情况来看，贵阳市老城区与其他城区相比，在接诊量和营业额上存在较大差异，老

城区无论是接诊量还是营业额，都远远高出其他经济收入较低的城区，主要原因是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所致，其次也与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何让其他城区获得更多的市

场份额，提高医疗技术和诊疗机构知名度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方法。以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医院为例，地理位置不在北京五环之内，但是每天携带宠物前来看病的主人络绎不

绝、数量巨大，除了看病，还可得到美容、寄养等服务，每天的营业额水平超出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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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诊疗机构的月平均营业额水平。 

因此，宠物诊疗机构营业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诊疗机构营业状况，从本次

调研所得数据来看，各诊疗机构营业额差别较大，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贵阳市宠物诊疗

机构月平均营业额不高，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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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软硬件建设与发展现状分析 

 

开办宠物医院或宠物诊所需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即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软件建

设包括人才队伍、规章制度、诊疗及管理软件、功能区划分等，硬件建设包括医院面积、

装修装饰、药品试剂、仪器设备等。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经过近几年的较快发展，无论

在软件建设还是硬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了吸引客源，创造良好的诊疗条件，

不少宠物诊疗机构甚至够买几十万元的医疗设备用于宠物疾病的临床诊治。同时，通过

挖掘和招揽宠物诊疗专门人才，将省外先进诊疗技术经营管理理念引进贵州，促进行业

发展，行业规范化得以加强，为贵阳市宠物诊疗行业形成良性循环创造了条件。 

本章节通过走访调查，对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软硬件建设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1. 软件建设与发展方面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软件建设是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需要长期发展才能沉淀出的

产物。以下主要从执业兽医队伍、规章管理制度、动物医院管理和功能分区等几个方面

分析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软件建设发展现状。 

1.1 执业兽医的数量与学历结构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兽医从业人员的发展，随着 2010 年全国正式实施兽医资格证

考试制度，兽医师和助理兽医师有了明确意义上的区分。《2010 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宣

传手册》明确指出，兽医师可以开具处方、填写诊断书、出具有关证明文件，开展动物

疾病诊断、治疗和动物保健等经营活动。经查询，截止到 2013 年农业部开始组织全国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以来，贵州省参加考试人数累计 3000多人，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 153

人、助理兽医师资格 280人，该支人才队伍是贵阳市乃至贵州省动物诊疗行业的中坚力

量，能够为贵阳市动物诊疗行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不可估量的力量。截止 2013 年，贵阳

市注册执业兽医师与助理执业兽医师的数量与学历结构见表 2-1。 

由表 2-1 可知，2013 年贵阳市注册执业兽医总人数为 217 人，其中执业兽医师与助

理执业兽医师的人数分别是 77 人和 140 人，各占总人数的 35.48%和 64.52%；执业助理

兽医师人数比执业兽医师人数多 63 人，高出 29.04%。从学历结构看，从业人员以本科

学历为主要群体，其次是大专学历，这两个群体从业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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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17）和 28.11%（61/217）；而具有硕士学位的从业人员仅占 7.37%（16/217），

取得博士学位的从业人员更是稀少，不足 1%。但随着贵阳市宠物经济的日趋活跃和国

家鼓励自主创业的相关政策出台，高学历人员进入宠物诊疗行业成为必然趋势。 

表 2-1 贵阳市注册执业兽医数量与学历结构（2013） 
Table 2-1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Practising Veterinarian 

Registered in Guiyang City(2013) 
 

 

1.2 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情况 

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过程即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规范化管理过程。规章制度的建

立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所确立的，有着可靠的法律依据（赖晓云，2012）。诊疗机

构管理制度包括：岗位管理制度表、收费项目及标准公示管理制度、诊疗服务制度、卫

生消毒制度、兽药处方制度、药物管理制度、无害化管理制度等。以上制度包括了对宠

物诊疗机构的营业规范要求，规定了宠物诊疗机构内部员工应该遵循的规章制度，同时

还规定了对外营业规范要求，规章制度的建立是在长期的经营和规范管理上所建立的，

对促进行业良性循环具有重要作用。自 2011 年开始，贵阳市农业委员会要求全市范围

内宠物诊疗机构规章制度必须上墙，规章制度内容参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由各个宠物诊

疗机构自己制定，且在农委相关执法部门巡视检查时规章制度上墙是必查项目，此项规

定在保障良好经营秩序的前提下，还能促进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 

一般来讲，规章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需要通过实践检验而不断完善的过程，贵阳市宠

物诊疗机构规章制度的建立一样遵循同样的规律。就当前的规章制度内容来看，基本上

能够适应一般的诊疗行为，但随着行业的发展，逐步出现一些需要修改的条例，比如岗

位管理制度，随着业务能力的增强，新型诊疗仪器如呼吸麻醉机的引进，新增的岗位需

要及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同时还出现一些需要增加的条例，如动物医疗与诊疗器械

事故的处理办法，从事动物诊疗资格验证的细节规定几乎没有，这就使得我国的动物医

疗与诊疗器械事故行政管理很难落实，对于宠物诊疗机构的一些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之

时，缺少一定的法律依据（姚雪锋，2013）。说明贵阳市的动物诊疗行政管理的力度还

远远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业从事宠物诊疗监督工作的人员数量

学历 大专/人 本科/人 硕士/人 博士/人 共计/人 占比/% 

执业兽医师 20 49 6 2 77 35.48 

执业助理兽医师 41 89 10 0 140 64.52 

共计/人 61 138 16 2 21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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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并且行政执行力有待考验；第二，宠物诊疗当中的麻醉类药物的疏于管理，这增

加了社会的危险性；第三，宠物医疗纠纷没有正规的处理渠道。在我国沿海发达城市，

比如上海市是由上海市宠物业行业协会牵头制定并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该条

例规定了事故处理范围、纠纷的预防和处置、调解、技术鉴定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且秉着先调解后鉴定的原则，为上海市动物诊疗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王世梅，

2006；姜永涛，2005）。 

目前，贵阳市宠物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但是最后的处理方法均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依据，最后的结局对商家和顾客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极不利于宠物诊疗行业的发展。

因此，加强贵阳市宠物诊疗行业有关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是贵阳市宠物

诊疗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备前提条件。 

1.3 信息管理软件应用普及情况 

宠物诊疗机构信息化管理近年来在全国逐步兴起，而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信息化

建也有所起步，随着业务量的增多，市场也迫切需要一套规范化的管理软件去管理（耿

琦，2014），从而提升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管理水平。 

宠物诊疗机构管理软件的特点是：功能强大，适用性极强；易于操作上手；数据安

全，具有备份功能；免费升级与维护；有单机版和网络版，支持单店、连锁店使用（百

科：竞合宠物医院管理软件）。而目前网上也逐步出现一些宠物诊疗机构的管理软件，

主要以免费使用的软件为主。经走访调查，目前贵阳市管理软件大规模的应用还未见普

及，主要是以网上下载的免费管理软件如“动物医院管理软件系统”、“九久宠物医院

管理软件”、“汉思宠物医院软件”为主，以上管理软件均含盖了动物医院管理流程中

的大部分功能，包括：挂号、病历、化验、美容、用品超市、X 光图片、药品、处理、

财务、免疫、病情回访等方方面面。在挂号中可详细登记畜主和其宠物各项信息，并可

为一个畜主登记多个宠物；在病历中可以记录宠物的病情、处理、使用药品的详细情况，

并和药品库、财物进行无缝连接，准确地反映出宠物救诊的全面流程；在疫苗和病情中

设置了下次提醒功能，以弥补人脑记忆容易遗忘的不足，从中不仅提高了宠物诊疗机构

的服务质量，还为宠物诊疗机构增加各项收入；在药品和宠物用品中实现了进销存管理，

为宠物诊疗机构的药库和用品超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并支持库存货物打印。 

从长远来看，宠物诊疗机构管理软件将会逐步普及，也是当今时代信息化建设的必

然要求，虽然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但其总体趋势还是可喜的，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管理软件的应用普及率将更广泛，这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也为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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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功能分区情况 

当前在动物诊疗行业中，宠物诊疗机构的功能分区是按照 2008 年 11 月农业部审议

通过的《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来实施的，按照该管理办法在标准化的功能分区中主

要包括候诊区、诊疗室、手术室、检验区、药房、隔离室和保洁区等基本功能区域。 

经走访调查，贵阳市当前宠物诊疗机构的总体情形是：宠物诊疗机构整体表现为营

业面积偏小，功能分区不明显，空间布置不合理等问题较为明显；面积较小的诊疗场所

宠物用品随意堆放，和诊疗区混用；部分检验台或检验室未独立分开；手术室达到无菌

条件的不多，因手术无菌操作不严格而发生感染的现象时有发生；宠物诊疗场所保洁区

污水等未经处理就地排放的现象较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扩散某些病原或抗生素进

入水体。虽有诸多不合理现象，但医疗废弃物均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即一般都由专门的

废弃物回收公司定期上门进行回收。 

 

2. 硬件建设与发展方面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经过最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个别宠物医院不惜重金购置高价值

设备和进口设备，2010年以后宠物专用呼吸麻醉机、宠物专用 X 光机、宠物专用 B超机

和宠物专用内窥镜等大型先进设备已有有配置，而目前这些仪器已经成为大型宠物诊疗

机构必须配备的诊疗仪器，从而为营造良好的宠物诊疗环境提供了可能。为全面了解贵

阳市宠物诊机构硬件设施建设与发展情况，对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仪器设备进行走访

调查，并从诊疗设备的体积、价值、产地三个方面进行分类及分析。 

2.1 大、中、小型宠物诊疗设备配备情况 

为更好地进行分类和统计，在调查中将动物诊疗设备按照体积大小分为大、中、小

型三类，其中包装体积不大于 30cm3 的仪器为小型仪器，包装体积在 30~50cm3 的仪器

为中型仪器，而大于 50cm3 的仪器为大型仪器。诊疗仪器分类明细见表 2-2。 

表 2-2诊疗仪器分类明细 
Table 2-2 Details of Classification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Instruments 

分类 包装体积（cm
3
） 仪器明细 

小型 ＜30 

光学显微镜、TDP 治疗仪、尿液分析仪、雾化器、小型离心机、心

电监护仪、伍德氏灯、输液泵 

中型 30～50 血液分析仪、血气分析仪、生化分析仪、高压灭菌锅 

大型 ＞50 X光机、B超机、牙科综合治疗仪、呼吸麻醉机、动物专用内窥镜 

 

表 2-2 中所列仪器是根据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存在的仪器所设置，而当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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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用于宠物诊疗而贵阳市仍未引进的设备如 CT 机或核磁共振仪等则不列入上述表

格。 

根据拥有某类型诊疗仪器的诊疗机构的数量除以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数量，得到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某类型仪器的拥有率，小型设备拥有率见表 2-3、中型设备拥有率

见表 2-4 和大型设备拥有率见表 2-5。 

表 2-3 小型设备拥有率 
Table 2-3  Owning Rate of Small Equipment  

 

 

表 2-4 中型设备拥有率 
Table 2-4  Owning Rate of Medium Equipment 

 

设备名称 血液分析仪 血气分析仪 生化分析仪 高压灭菌锅 整体拥有率 

拥有率 100% 35% 75% 100% 77.5% 

 

表 2-5 大型设备拥有率 
Table 2-5  Owning Rate of Large Equipment 

 

 

 

 

 

 

 

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小型诊疗设备和中型诊疗设备拥有率整体较高，其中部分常

用设备如伍德氏灯、血液分析仪、光学显微镜和高压灭菌锅拥有率达 100%，主要是因

为这些设备使用率较高且低值耐用；而从中型设备拥有率统计结果来看，高压灭菌锅拥

有率最高，可能与高压灭菌锅为低值耐用品有关，而血液分析仪基本上成了宠物诊疗机

构的标准配置，也与该仪器在临床上使用频率高有一定的关系；生化、血气分析仪因其

价格偏高，在较多的宠物诊疗机构特别是一些小诊所拥有率较低；大型设备拥有率整体

设备名称 拥有率 设备名称 拥有率 设备名称 拥有率 

光学显微镜 100% 心电监护仪 70% 雾化器 70% 

尿液分析仪 75% 伍德氏灯 100% TDP治疗仪 35% 

小型离心机 75% 输液泵 90% 整体拥有率 76.9% 

设备名称 拥有率 设备名称 拥有率 

X光机 26% 呼吸麻醉机 56% 

B超机 75% 动物专用内窥镜 12% 

牙科综合治疗仪 5% 整体拥有率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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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其中 B 超机和 X 光机拥有率最高，其次是呼吸麻醉机，而宠物专用内窥镜和牙

科综合治疗仪则为最低拥有率。大型设备一般购置价格都较高，拥有高价值设备的机构

一般都有较多客源，如果顾客拥有率过低，成本回收时间则加长。仪器设备的拥有率与

其使用率存在关系，较多的就诊量促使仪器设备使用率增高，进而仪器设备的覆盖率跟

着升高；另外也与仪器设备的购置价格有关，规模小、月营业额度低或资本薄弱的宠物

诊疗机构更是无力购买高价值大型设备。以上是决定设备拥有率的关键因素，但值得注

意的是，拥有设备率较高的宠物诊疗机构其营业额一般较大，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

消费，使得小诊所生存环境愈加困难，更不可能购买更多的先进设备吸引客源，这种情

况下极有可能形成一家独大，其余宠物诊疗机构生存困难的局面，极不利于整个宠物诊

疗机构的生态平衡。因此，寻求如何促进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良性循环发展，诊疗设备

的拥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2.2 高价值设备配备情况 

为更好的明确区分高价值设备与低价值设备，根据贵阳市当前宠物诊疗机构实际情

况，将购置价值高于 4 万元的设备定义为高价值设备，而低于 4 万元的设备定义为低价

值设备。根据走访调查结果，购置价值高于 4 万元的医疗设备见表 2-6。 

表 2-6  高价值设备配备情况 
Table 2-6  Equipped Device with High Value 

 

设备价值 仪器明细 平均拥有率 

低价值设备 
光学显微镜、尿液分析仪、小型离心机、心电监护仪、 

伍德氏灯、输液泵、雾化器、TDP 治疗仪、血液分析仪、高压灭菌锅 
81.5% 

高价值设备 
血气分析仪、生化分析仪、X光机、B超机、 

牙科综合治疗仪、呼吸麻醉机、动物专用内窥镜 
40.6% 

 

由表 2-6 可知，在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中，高价值设备拥有率远低于低价值设备，

在正常情况下，高、低值设备应该持平才是理想状态，这是与贵阳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这也是为何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其宠物诊疗机构越多，设备也更加齐全。 

2.3 国内外仪器配备情况 

在调查中，为全面了解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医疗设备仪器情况，专门设置设备产地

一栏，经统计分析，国产设备和进口设备均有涉及，其中以国产设备占多数。为简化分

析结果，产地统计结果以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此类仪器的主要产地进行标注，具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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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下表 2-7。 

表 2-7 部分医疗设备产地来源 
Table 2-7  Origin of Partial Medical Equipment 

 

 

由表 2-7 可知，国产设备占据绝大多数，虽然数量巨大，但主要以低价值小型化仪

器设备为主，而大型高端设备主要以进口为主，比如目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中 90%以

上的动物生化分析仪是由美国爱德仕公司生产，X 光机主要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进

口。优良的设备保证了宠物诊疗机构的诊疗质量，同时还可提高诊疗机构的营业额，获

得良好的口碑，因此优良的设备是促进宠物诊疗机构良性循环的开端。 

医疗设备名称 光学显微镜 尿液分析仪 心电监护仪 伍德氏灯 

产地 日本 美国 中国 中国 

医疗设备名称 输液泵 雾化器 TDP治疗仪 血液分析仪 

产地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医疗设备名称 血气分析仪 生化分析仪 高压灭菌锅 X光机 

产地 美国 美国 中国 德国/美国 

医疗设备名称 B超机 牙科综合治疗仪 呼吸麻醉机 动物专用内窥镜 

产地 日本/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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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贵阳市宠物常见疾病及其免疫接种状况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休闲时间的增多，以及步入老龄化社会，

宠物饲养之风逐渐盛行，饲养宠物者日趋增多，宠物数量也随之增大。饲养宠物可为人

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和生活上的一定帮助，但宠物亦是人类疾病病原体的巨大储存库，

目前已证实的人兽共患病约有90种（张宇林等，2013），部分人兽共患病主要来源于宠

物，病原体主要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易使密切接触者感染。因此，对宠

物疾病特别是主要人兽共患病展开调查，对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保障人们健康

和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贵阳市第一家宠物诊所开业运营，之后宠物诊所（医院）如雨

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宠物诊所（医院）主要职责在于为宠物的健康提供保障和维护

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一定区域内宠物门诊的接诊量能够从侧面反映该地区宠物经济的市

场活跃程度，因此对此类数据进行调查分析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意义（Wan Y L，2011）；

同时从接诊量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宠物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到目前为止，关于贵阳市宠

物疾病的调查仅见宠物猫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嵇辛勤等，2010），对其他宠物疾病的

调查未见报道。 

在贵阳市，多年来作为宠物进行饲养的动物主要为犬猫，近年来又有了兔、豚鼠、

小型猪、乌龟、金鱼、龙猫等宠物。由于宠物诊疗技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较早成立

的部分宠物诊疗机构宠物就诊的档案不全或缺失，因此要把历年贵阳市就诊的宠物情况

进行调查分析有相当的难度。为此，本章节选取资料信息比较完备的较近年份，通过走

访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仅对 2014 年 4月贵阳市 28家宠物门诊宠物种类及其常见疾病和

宠物犬猫免疫接种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以期获得反映该地区宠物经济市场活跃程度的有

关参数。 

 

1. 贵阳市门诊宠物种类 

接诊的宠物数量、种类及品种如表 3-1 所示。由表 3-1 可知，2014 年 4 月贵阳市

28 家宠物门诊共接诊宠物病例 6002 例，主要是犬、猫、兔，分别为 4578 只、1236 只

和 159只，分别占接诊总量的 76.27%、20.59%和 2.66%；其他 29只，占接诊总量的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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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贵阳市宠物主要以犬、猫为主。犬类除了是接诊量最多的动物，其品种类型也是

最多的，除了杂交犬和一些不知名或数量极少的犬种外，贵阳市常见的犬品种就有 14

种之多，全国各地流行的品种在贵阳市几乎都有饲养。猫、兔和其他宠物的品种则相对 

表 3-1 接诊的宠物种类及数量 
Table 3-1  Species and Numbers of Pets Treated at Pet Clinic (April 2014) 

 

种类 品种 接诊量/只 占该动物接诊量的比例/% 占接诊总量的比例/% 

犬 

博美 490 10.70 8.16 

比熊 401 8.76 6.68 

贵宾 387 8.45 6.45 

泰迪 386 8.43 6.43 

吉娃娃 379 8.28 6.31 

苏牧 329 7.19 5.48 

金毛 321 7.01 5.35 

腊肠 299 6.53 4.98 

可卡 210 4.59 3.50 

下司犬 198 4.33 3.30 

松狮 183 3.99 3.05 

藏獒 59 1.29 0.98 

斑点犬 39 0.85 0.65 

其他 897 19.59 14.95 

小计 4578 100.00 76.27 

猫 

中华田园猫 542 43.85 9.03 

加菲猫 309 25.00 5.15 

美国短毛猫 213 17.23 3.55 

英国折耳猫 156 12.62 2.60 

其他 16 1.29 0.27 

小计 1236 100.00 20.59 

兔 

中国白兔 53 33.33 0.88 

新西兰兔 32 20.13 0.53 

荷兰垂耳兔 24 15.09 0.40 

法国垂耳兔 23 14.47 0.38 

其他 27 16.98 0.45 

小计 159 100.00 2.66 

其他  29 100.00 0.48 

合计 6002 100.00 100.00 

 

要少。宠物犬有博美、比熊、贵宾、泰迪、吉娃娃、苏牧、金毛、腊肠、可卡、下司犬、

松狮、藏獒、斑点犬等，宠物猫有中华田园猫、加菲猫、美国短毛猫、英国折耳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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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兔有中国白兔、新西兰兔、荷兰垂耳兔、法国垂耳兔等。尽管兔和其他宠物就诊数

量较几年前有所提升，但所占比重仍较低。当前贵阳市宠物门诊除犬猫外，兔和其他宠

物等新兴宠物群体的治疗保健药品非常稀少，尚欠缺成熟的门诊经验，疾病命名的科学

性和规范度不够，因此对这些特殊宠物群体疾病的归纳分析将在今后实践中不断补缺。 

 

2. 贵阳市门诊宠物犬猫常见疾病 

2.1 宠物犬常见疾病 

    犬是所有动物中与人关系最密切的伴侣宠物，但许多人兽共患病能通过犬传播给

人，如：狂犬病、弓形虫病、布鲁氏菌病、莱姆病等，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从表 3-2可

知，2014年 4月诊治 3873例犬病，占接诊犬总量的 84.6%（3873/4578），其中传染病、

寄生虫病和普通病分别占诊治总量的 61.27%、17.61%和 21.12%，表明犬传染病的就诊

率最高。犬病毒性传染病中，排前 3位的依次是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和犬副流感，分

别占传染病诊治总量的 26.93%、22.36%和 14.31%，表明这 3种传染病对犬健康的潜在

威胁大。从单个病种看，真菌性和寄生虫性皮肤病等非烈性传染性疫病的比重较高，分

别占诊治总量的 20.5%和 17.38%，表明贵阳市犬皮肤病的发病率较高，这可能与贵阳市

的温湿度较高有关。普通病中以犬的老年病居多，表明贵阳市宠物犬已步入老龄化趋势。 

表 3-2  宠物犬的常见疾病种类及占比 

Table 3-2  Type and Proportion of Canine Disease at Pet Clinic(April 2014) 

疾病种类 病名 病例/只 占该类疾病比例/% 占诊治总量比例/% 

传染病 

犬瘟热 639 26.93 16.50 

犬细小病毒病 531 22.36 13.71 

犬副流感 342 14.31 8.83 

犬传染性肝炎 55 2.32 1.42 

钩端螺旋体病 12 0.51 0.31 

真菌性皮肤病 794 33.46 20.50 

小计 2373 100.00 61.27 

寄生虫病 

弓形体病 9 1.32 0.23 

寄生虫性皮肤病 673 98.68 17.38 

小计 682 100.00 17.61 

普通病  818 100.00 21.12 

合计 3873 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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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宠物猫常见疾病 

2014 年 4 月诊治的宠物猫常见疾病分布如表 3 所示。 

表 3-3  宠物猫的常见疾病种类及占比 
Table 3-3  Type and Proportion of Feline Disease at Pet Clinic(April 2014) 

 

由表 3-3看出，猫的疾病中，以普通病居多，占总诊治率的 59.58%，其次是传染病，

占总诊治率的 31.02%。在普通病中，以口炎的病例数量最多；在传染病中，猫瘟热排在

第一，猫鼻气管炎位居第二，表明猫病毒性传染病的潜在威胁亦不容忽视。由病例总数

也可看出，猫类诊治病例数远低于犬类，这一方面与猫的饲养数量比犬少有关，另一方

面猫对疾病的敏感性低于犬，有些猫往往明显表现出病态才被主人发觉。寄生虫病占总

诊治率的 9.30%，其中有部分属于弓形虫感染的病例，较多的宠物猫极有可能是隐形感

染而不发病，但多数宠物主人为了节省诊断费用，未对宠物猫进行弓形虫检测，这对家

庭健康安全是值得考虑的。 

 

3. 贵阳市门诊宠物犬猫免疫接种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宠物已走进很多家庭，成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如同关心

人类自身的身心健康一样，每一个热衷于宠物饲养的家庭都在爱宠的身心健康上注入了

大量心血。宠物的卫生保健牵涉到很多方面，免疫预防接种则是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为

了主人的健康安全和爱宠少得或不得恶性传染病，多数主人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定期带

宠物免疫接种。以下将从疫苗类型、免疫程序和接种量等方面，对贵阳市宠物犬猫的免

疫接种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疾病种类 病名 病例/只 占该类疾病比例/% 占诊治总量比例/% 

传染病 

猫瘟热 196 55.53 17.22 

猫鼻气管炎 144 40.79 12.66 

猫传染性腹膜炎 12 3.40 1.05 

狂犬病 1 0.28 0.09 

小计 353 100.00 31.02 

寄生虫病 

外寄生虫病 5 4.67 0.44 

内寄生虫病 102 95.33 8.96 

小计 107 100.00 9.30 

普通病  678 100.00 59.58 

合计 11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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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贵阳市门诊犬猫常用疫苗 

表 3-4 贵阳市门诊犬猫常用疫苗 

Table 3-4  Commonly Used Vaccine for Dogs and Cats at Pet Clinic in Guiyang City(April 

2014) 
疫苗品牌 生产厂家 规格 免疫内容 备注 

辉瑞卫佳伍 
硕腾公司美国 

林肯厂 
1头份/瓶 

犬细小病毒病、犬瘟

热、犬传染性肝炎（犬

腺病毒1型）、犬呼吸

道病（犬腺病毒2型）、

犬副流感 

五联苗、犬用 

辉瑞卫佳捌 
硕腾公司美国 

林肯厂 
1头份/瓶 

犬细小病毒病、犬瘟

热、犬传染性肝炎（犬

腺病毒1型）、犬呼吸

道病（犬腺病毒2型）、

犬副流感、犬钩端螺旋

体病-犬型、钩端螺旋

体病-黄疸型）、犬冠

状病毒病 

八联苗、犬用 

瑞必克 
硕腾公司美国 

林肯厂 
1头份/瓶 狂犬病 单联苗、犬猫用 

宠必威·幼犬保 
英特威国际 

有限公司 
1头份/瓶 

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 
二联苗、犬用 

宠必威·优免康 
英特威国际 

有限公司 
1头份/瓶 

犬细小病毒病、犬瘟

热、犬腺病毒2型引起

的呼吸道病、犬副流感 

四联苗、犬用 

宠必威·锐必威 
英特威国际 

有限公司 
1头份/瓶 

犬细小病毒病、犬瘟

热、犬腺病毒2型引起

的呼吸道病、犬副流

感、犬钩端螺旋体病

（犬型、黄疸出血型） 

六联苗、犬用 

宠必威·乐必妥 
英特威国际 

有限公司 
1头份/瓶 狂犬病 单联苗、犬猫用 

国产犬五联苗 五星动物保健药厂 1头份/瓶 

狂犬病、犬细小病毒

病、犬瘟热、犬传染性

肝炎、犬副流感 

五联苗、犬用 

国产猫四联苗 
台湾金大丰宠物药

公司品有限 
1头份/瓶 

狂犬病、猫传染性鼻气

管炎、猫鼻结膜炎、猫

泛白细胞减少症 

四联苗、猫用 

宠必威·猫三联疫

苗 

英特威国际 

有限公司 
1头份/瓶 

猫传染性鼻气管炎、猫

杯状病毒感染、猫泛白

细胞减少症 

三联苗、猫用 

妙三多 
硕腾公司美国 

林肯厂 
1头份/瓶 

猫传染性鼻气管炎、猫

杯状病毒感染、猫泛白

细胞减少症 

三联苗、猫用 

犬猫弓形虫重组疫

苗 

北京派克英生物持

有限公司 
1头份/瓶 弓形虫病 单联苗、犬猫用 

 

实地走访贵阳市动物医院，得出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经常性免疫接种的犬猫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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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种类，结果如表3-4所示。从表3-4看出，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宠物疫苗有犬用和

猫用之分，有单联苗和多联苗之别；根据来源的不同，疫苗分为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

进口疫苗的生产厂家主要是两大国际生物公司，即硕腾公司美国林肯厂（辉瑞公司）和

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疫苗品牌虽然不同，但是免疫接种的内容大致相同。

从表3-4还可以看出，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犬腺病毒病、犬副流感和狂犬病是当今

世界犬类要重点防范的病毒性传染病，而犬钩端螺旋体病（犬型、黄疸出血型）和弓形

虫病也在防范之列，猫类要防范的则是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猫传染性鼻气管炎、猫杯状

病毒感染、狂犬病和弓形虫病。这些疫病当中，除了犬钩端螺旋体病和弓形虫病属于细

菌性疾病和寄生虫性疾病之外，其余全为病毒性传染病，足见这些病毒性传染病对犬猫

健康的潜在威胁巨大。在兽医临床实践中，我们认为国产犬猫疫苗对上述疫病已能产生

较好的免疫保护效果，但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民众有偏爱预防接种进口疫苗的心理

倾向，因此一些原先配备有国产疫苗的宠物医院，转而全部预存进口疫苗，而一些本来

配备有国产疫苗的宠物医院，也把国产疫苗束之高阁，苦口婆心地推介进口疫苗，以赚

取更高额的利润。 

3.2 贵阳市门诊犬猫建议免疫程序 

幼犬幼猫在初生的四周内对传染病最为敏感，如果母亲免疫接种了相应疫苗，则新

生幼犬幼猫通过母乳获得相应母源抗体而起到短时间的保护效果；在母乳中的抗体滴度

逐渐消退后，为持续获得对疾病的抵抗力，一月龄之后的幼犬幼猫就要考虑预防接种的

问题了，而终身的保护则是以每年补强的接种方式来持续。有了可选择的疫苗，疫苗的

质量有保证，接种方式也得当，为使疫苗接种后能产好的保护效果，就要在适当的时间

给宠物进行免疫接种，形成免疫计划（immunization schedule）或免疫程序（immune 

procedure）（李峰，2012；王建安，2011；百科；）。 

通过走访调查，得出当前贵阳市宠物医院（诊所）推荐给主人的最常态的犬猫建议

免疫程序，结果参见表 3-5。 

从表3-5看出，基础免疫一般为三次，加强免疫一般为一次，进口疫苗基础免疫的

每次时间间隔为21天，国产疫苗则为15天。加强免疫是在基础免疫最后一次完成后11个

月进行。表中只是建议的免疫程序，在实际工作中，不能生搬硬套，有时需灵活处理。

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主人在约定的二免、三免或加强免疫当天有事，可提前

告知他（她）提前或推后两天亦在允许范围；（2）首免或二免过后患相应传染病，在

治好后，要求重新建立免疫程序；（3）有的主人中途想换疫苗品牌，先注射的疫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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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不算，建议按新疫苗品牌重建免疫程序；（4）有的主人爱宠饲养了多年，从未免疫

接种过。在朋友劝告下前来免疫接种，但又磨磨蹭蹭，不愿花太多功夫按部就班接受推

荐的免疫程序，此种情况基础免疫可酌情注射1～2次；（5）建议免疫接种持续到爱宠

年满10～12岁。 

表 3-5  贵阳市门诊犬猫建议免疫程序 
Table 3-5  Immune Procedure Recommended for Dogs and Cats in Guiyang City(April 2014) 

项目 

基础免疫 加强免疫 

疫苗 

来源 
首免 间隔 二免 间隔 三免 间隔 疫苗 

犬 

硕腾公

司美国

林肯厂 

五联苗 21天 五联苗 21天 
五联苗+

狂犬苗 
11月 

五联苗+

狂犬苗 

八联苗 21天 八联苗 21天 
八联苗+

狂犬苗 
11月 

八联苗+

狂犬苗 

英特威

国际有

限公司 

二联苗 14天 四联苗 21天 
四联苗+

狂犬苗 
11月 

四联苗+

狂犬苗 

四联苗 21天 四联苗 21天 
六联苗+

狂犬苗 
11月 

六联苗+

狂犬苗+ 

国产犬

五联苗 
五联苗 15天 五联苗 15天 五联苗 11月 五联苗 

猫 

国产猫

四联苗 
四联苗 15天 四联苗 15天 四联苗 11月 四联苗 

猫进口

三联苗 
三联苗 21天 三联苗 21天 

三联苗+

狂犬苗 
11月 

三联苗+

狂犬苗 

犬、猫 

进口弓

形虫疫

苗 

单联苗 21天 单联苗   11月 单联苗 

注：犬猫进口弓形虫疫苗免疫接种是完成基础免疫或加强免疫之后进行。 

 

3.3 贵阳市门诊犬猫免疫接种数量分析 

2014 年 4 月贵阳市宠物犬猫免疫接种的疫苗产地及数量统计结果见表 3-6。 

表 3-6  2014 年 4月贵阳市门诊犬猫免疫接种的疫苗产地及数量 
Table 3-6  Origin and Number of vaccine for Dogs and Cats at Pet Clinic 

 in Guiyang City(April 2014) 

 

由表 3-6 可以清楚看出，2014 年 4 月犬猫免疫接种的总数量为 10808 只，其中犬

9349 只，占接种总数的 82.33%（9349/10808），远高于猫的接种数量和比例；在 9349

宠物种类 进口疫苗/头份 国产疫苗/头份 合计 
占该种动物进口
疫苗比例/% 

占两种动物进口 
疫苗比例/% 

犬 7926 1423 9349 84.78 89.56 

猫 972 487 1459 66.62 10.44 

合计 8898 1910 10808 82.22% (8898/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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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犬中，进口疫苗接种率为 84.78%（7926/9349）；在 1459 只猫中，进口疫苗接种率为

66.62%（972/1459）；两种动物进口疫苗总接种率为 82.82%（8898/10808）。结果表明，

犬接受免疫的总量既然比猫多，那么可推测贵阳市宠物犬的数量可能多于宠物猫的数

量；犬猫接种进口疫苗总量高于国产疫苗，也从侧面反映了消费者对犬猫进口疫苗偏爱

有加。犬猫进口疫苗的接种率远高于国产疫苗的接种率，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人口相传，国产疫苗品质不如进口疫苗；其二，部分民众素有攀比心理、媚外心

理，不结合自身经济实力，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盲目抬高消费水平；其三，宠物主人

对犬猫疾病的预防意识提高，昂贵的进口疫苗逐渐被市民所接受，主人爱宠如命，品种

越名贵，越要求匹配更好的疫苗；第四，主人经济实力雄厚，“打预防”这点小花费对

他们来说微不足道，医院推荐什么疫苗就接种什么疫苗，一般情形医院当然是推荐最贵

的那种。 

犬猫接种次数的增多，对贵阳市宠物生活环境犬猫病毒病的初步净化具有重要作

用，也是提高宠物存活率的必然要求，因此，其必然趋势将是犬猫宠物传染病发病率逐

渐减少，而犬猫老年病等疾病逐渐上升。在我国沿海等发达城市，目前犬猫传染病的就

诊率已经远低于老年等疾病的就诊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广大兽医从业者，及时补

充犬猫老年病相关业务知识，能够避免在以后转型中遇到业务量下滑的风险。 

随着贵阳市宠物饲养规模的发展，宠物饲养人群对宠物的防疫意识普遍提高，如此

庞大的动物群体使动物免疫现状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陈秋英等，2011；刘晓静，2010）。

目前，市面上主要是针对宠物犬猫的疫苗，且有进口和国产疫苗之分，为防止宠物犬猫

恶性传染病发生，疫苗接种显得尤为必要。 

 

4. 讨论 

1）在犬猫等宠物急发病例中，犬以骨折较为多见，较多原因是被车撞所致，而猫

以中毒多见，其中有部分是因捕食中毒老鼠所引起（刘田生，2014）；在出诊病例中，

主要以犬为多见，且较多是大型犬，而猫的出诊病例基本上是因为宠物主人行动不便所

致。从调查统计结果来看，每月犬猫急诊病例数并不多，但急诊和出诊一般是在晚上进

行较多，因此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治疗质量角度，出诊人员应尽量是经验丰富的兽医为

好。急诊病例往往比较突然，这就要求兽医对紧急病情有较快的反应速度，能够对可能

发生的情况有所预案。而对于出诊病例，主要以宠物或宠物主人行动不便情况多见，出

诊一般的病情范围较广，在出诊前的准备非常重要，而这只能依靠主人的口述对病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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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大小有所预案，这就要求出诊兽医内心有足够的预案以方便备药（Norkus C L，

2012）。 

    2）贵阳市犬传染病占犬诊治病例的 61.27%，其中，三大病毒性疾病即犬瘟热、犬

细小病毒病和犬传染性肝炎的诊治率分别为 16.5%、13.71%和 1.42%，高于陆江等（陆

江等，2009）对泰州市宠物犬的调查结果；贵阳市宠物猫传染病占猫诊治病例的 31.02%，

其中，猫瘟热、猫鼻气管炎分别为 17.22%和 12.66%，均低于 2006～2008年贵阳地区宠

物猫的调查结果（嵇辛勤等，2010）。可能与近年来人们对宠物疫病的防疫意识提高，

积极对有关疫病进行免疫有关。不同犬、猫品种及不同季节感染疾病的的具体情况有待

进一步研究，因为不同品种及不同季节对疾病的易感性存在差异（武军元，2016；陆江，

2009；汪登如等，2008）。 

贵阳市宠物犬寄生虫病占诊治病例的 17.61%，高于北京城区（赖平安等，2015）和

山西长治（莫伟强等，2011）宠物犬的调查结果。贵阳市宠物猫的寄生虫病也相对较高，

占诊治病例的 9.3%。可能与贵阳市的气候条件有关，因为贵阳气候温润，有利于寄生虫

病的发生发展。 

3）贵阳市宠物犬猫疾病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人兽共患病，如弓形体病、钩端螺旋体

病、狂犬病、真菌性皮肤病和螨虫性皮肤病等，提醒民众和宠物从业者，在保障宠物健

康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也非常重要。 

4）随着宠物生存时间的增加，老年犬猫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贵阳市广大兽医从业

者，要及时补充犬猫老年病的相关知识，以有效应对有关问题（孙姝等，2013）。为防

止宠物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应加强宠物的饲养管理，搞好常见病的防治（陈景来，2008） 

和及时免疫接种有关疫苗（孟庆龄等，2002），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强流浪宠物的管理，

以免影响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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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瓶颈分析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和质量上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

展瓶颈，这些瓶颈如医患纠纷的解决无法律依据、宠物药品种类不足、宠物相关产业发

展滞后等。部分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性，而个别问题在贵阳市则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这些瓶颈问题成为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在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章节拟对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当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瓶颈问题进行简要分析讨

论。 

 

1. 缺乏宠物医疗纠纷的调解办法 

宠物诊疗行业从行业类型角度划分属于服务业，医护人员直接面对的是宠物主人及

其就诊宠物，在宠物医疗活动中面对的宠物品种更加高贵，有的是国产顶级品种，有的

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纯血品种。虽然其市场价值较高，但是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其抗病能

力一般较差，且与杂种犬相比纯种犬治疗效果往往较差，而纯种犬价值较高的情况下容

易引发医疗纠纷（颜双喜，2014）。以犬为例，不少宠物诊疗机构表示纯血品种在感染

犬恶性传染病病毒如犬瘟热病毒、犬细小病毒、犬腺病毒后治愈率较低。当此类犬种就

诊时一旦发生死亡案例时，即便治疗前或手术前院方明白告知治愈率或手术风险，不少

主人往往置治疗协议或手术协议于不顾，大闹医院，无理取闹，一口咬定是院方的责任

而要求赔偿。此外，随着宠物诊疗行业从业人员增多，为获得更多盈利，不少从业人员

甚至存在行医资质、学历和履历等造假而自称专家的现象屡见不鲜。通过采用该手段，

从业人员所在宠物诊疗机构能够吸引更多客户，然而客户对行医人员水平并不十分了

解，因此宠物诊疗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真正由于诊疗人员过失造成的伤亡，其鉴

定机构和鉴定方法仍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于宠物医疗纠纷的法律解决，当前国家并没有出台专门和明确的法律行规（刘晓

静等，2010；陈秋英等，2011），贵阳市亦然。贵阳市宠物医疗纠纷时有报道，一般都

是双方拉锯争论后自行协商解决，而宠物诊疗机构为了长远利益和息事宁人，最终以一

定数额赔款而告终。该领域的法律行规空白极不利于维持宠物诊疗行业的正常秩序，如

何解决宠物诊疗医患纠纷问题，需要有关职能部门有针对性调研，及早制定出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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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宠物药品种类不足 

随着宠物饲养数量的增多和犬猫作为伴侣动物饲养年限的增加，使得在犬猫的中老

年性疾病、慢性消耗性疾病增多，然而针对此类疾病可供其选用的药物极其有限甚至没

有，宠物诊疗机构宠物药品种类严重不足，此类情况易导致较多宠物疾病的治疗失误（吴

汝林，2011；游锡火，2014）。既然全国均存在针对宠物有病无药的现象，那么人药兽

用的情况就在所难免。 

人药兽用的情况在贵阳新闻网已有报道，针对此种情况宠物医生也直接坦言“市场

上兽药种类少且疗效不足，少量针对用药和人药比价格昂贵，宠物医院用人药给宠物治

病，是无奈之举。全国各地都有宠物医院拿人药给宠物治病，这已是潜规则”。目前国

内从事宠物药品生产研发的企业很少，部分宠物用药由其它兽药厂家顺带生产，专门生

产宠物药品企业不足兽药企业总量的 2%，而所生产的宠物用药也基本以驱虫药物为主，

虽然近年投入的研发资金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明显( 时代周

报,2014)。 

针对此类情况，笔者认为有两条途径可走，其一是建议将兽用药物和宠物用药区分

开来，在政策上大力支持专门针对宠物用药的开发企业，减少对国外高端宠物药品的依

赖，宠物用药的开发必须保证一般常用抗生素在开发同时，还需专门开发针对肿瘤、糖

尿病、高血压等慢性、老年消耗性疾病药物的开发力度；其二是建议允许部分人用药物

可用于宠物的规定，从食品安全角度讲，宠物不是作为人类食用的动物，加强对死亡宠

物尸体的监管，就能很好的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人用药品在宠物上的应用还可减少人

用药品资源供过于求的现状，在监管有效的情况下，优质人用药品的开放完全是可行的。 

 

3. 宠物相关产业发展滞后 

宠物相关产业主要是指由宠物派生出的其他相关产业，如宠物美容、宠物训练、宠

物用品等（吴昆泰，2014；Middleton, 2005）。宠物相关附属产业的发展对激发民众饲

养宠物的兴趣大有用处，在经济状况良好情况下，不少追求时尚的青年有了饲养宠物的

想法。 

当前贵阳市宠物美容行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从数量上和服务水平上还有待提

高，笔者虽没有对贵阳市宠物美容机构的具体数量追踪调查，但保有量估计在二十家左

右，与周边省会城市相比如成都等有较大的差距；其次，宠物训练应属于需求量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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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但当前贵阳市宠物训练基地少之又少，目前只有贵阳市警犬基地较为大家所知，

且因没有形成规模化市场，宠物训练费用较高；此外，在宠物用品方面，本土宠物用品

生产商还未见报道，目前宠物用品数量虽然较多，但市场监管不严，且目前贵阳市宠物

用品全部都由其他省份进购而来，既没有本土产品，更没有本土品牌，且市面上存在不

少国外宠物进口产品（Sugiura et al., 2009）。以上三个方面与宠物诊疗机构存在着相辅

相成的关系，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有其他行业的支撑才能够发展的更好，而贵阳市宠物

诊疗机构当前就面临着如何实现总体实力的提升，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成

为当前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 

 

4. 发展思考 

宠物诊疗行业属于新兴行业，因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管理上的滞后使宠物诊疗机

构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加快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行业协会仲裁机制势在

必行（李效云，2004；张建伟，2002；厉进，2013）。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完善相

关措施： 

4.1 执行从业许可证 

从业人员首先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组织或机构必须依法从有关管理部门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和动物防疫合格证，并服从当

地兽医主管部门的监管，定期进行培训、审核换证、年度考核，在批准服务范围内开展

诊疗服务，这样才能规范行业服务行为；不得随意冠以“中心”、“中心医院”、“专

家门诊”等特殊名称（曹勇等，2009）。除此之外，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应严格根据国

家和贵州省动物诊疗管理办法从事诊疗活动，各环节要符合环保要求；诊所或医院要达

到规定的面积；从业人员行医文明，用药科学合理，治疗情况记录真实；使用动物卫生

防疫部门统一监印的病志、处方笺（曹勇等，2009），病志书写规范，真实阐述病情及

治疗方案，医嘱明确，病志、处方签保存至少 2年。 

4.2 严格防疫管理 

按规定必须扑杀的患病动物不能收治；发现一、二、三类疫病，严格执行疫情报告

制度，上报贵阳市有关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遇有紧急疫情，服从统

一指挥；宠物诊疗机构不得擅自从事狂犬病等重大疫病的免疫注射工作；禁止宠物诊疗

机构或个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使用预防性兽用生物制品；严禁变相从事兽用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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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孙连文，2013；曹勇等，2009；吴太谦等，2003）。 

4.3 规范用药管理 

宠物诊疗机构应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范用药，不得使用人药、假药、劣质兽药和

过期药物；必须通过正当合法途径采购毒性药品、麻醉药品，并有严格的使用登记管理

制度和出入库手续，使用时要有资质的兽医师的签字；对诊疗收费要明码标价，不得对

药品随意加价，让主人明明白白消费（曹勇等，2009）。 

4.4 严格消毒制度 

每日开门营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诊疗相关场所及设施、设备、用具进行清洁和

消毒，每日关门收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诊疗场所的清洁和消毒；宠物就诊具体时间

和病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随时污染诊疗场所和仪器用具，因此要进行随机清洁和消

毒；为了取得有效消毒，要选择合适的消毒液（曹勇等，2009）。通过常规消毒和临时

消毒，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就诊对象交叉感染的机会。另外通过医疗废弃物的规范化处

理和病死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也增强了社会公共卫生的安全性。 

4.5 严格从业人员资格审查 

加强宠物诊疗机构从业人员资格审查， 从业人员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合法取得从业

资格，并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考核合格。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考试考核，逐步

提高动物诊疗人员综合素质，即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患有人畜

共患病的人员严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 

4.6 有效监管宠物诊疗机构 

宠物诊疗行业的市场秩序要规范，除了行业本身加强自律、约束，提高修养和增强

社会公德外，业务主管部门对宠物诊疗机构的监管必不可少。严格把关宠物诊疗机构的

准入门槛，新申请的达不到准入标准的一律不予受理，而已有的如果年度审核不合格，

限期整改，整改不过关的予以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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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内部管理状况分析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运行管理体系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确保诊疗

机构各项活动有效运转，诊疗机构运用一定的管理手段对诊疗机构内部的各项工作进行

计划、指挥、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活动，进而对诊疗机构内部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

及人员的协调，使员工获得高昂的士气、有成就感和归属感，完成诊疗机构的既定目标。

因此，管理的好坏对于宠物诊疗机构专业能力、技术水平的展现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管理水平的高低与诊疗技术水平的高低同样重要（钱跃新，2008； Kotler P, 1991；姚雪

锋，2013）。 

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讲究科学管理，涉及到诊疗机构的方方面面，不只局限于实

际操作的医疗技术和服务等管理，还应该扩展到整个诊疗部门的全程管理，以全员为主

要行为主体，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实现员工与诊疗机构之间全面和谐发展（赖晓云，

2012）。 

本章节在对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的基本内涵、系统特征和运行保证进行概述的基

础上，进而从组织结构、绩效考核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内部要素诸方面，对贵阳市宠物医

院和宠物诊所内部管理状况加以分析。 

 

1. 宠物诊疗机构内部管理的基本内涵 

1.1 科学管理是主要内容 

宠物诊疗机构科学的管理是指对动物主人服务过程的合理设计和实施，使诊疗机构

中的各项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尽量降低成本的的过程。科学的管理可以使各项资源实现

最佳配置，为宠物诊疗机构的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张志胜等，2009）。科学的管理

可以为管理执行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方案提供保障，使宠物诊疗机构的各项资源

达到最佳配置，从而促进宠物诊疗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优势以及综合服务水平得到较大

的提高，促进宠物诊疗机构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2 主要行为主体是人员 

宠物诊疗机构全部人员包括机构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管理者是诊疗机构创立和建设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国家各项卫生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规划宠物诊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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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展方向的重要决策人，而各级管理人员则在机构运行管理上起到枢纽及承上启下的

重要作用。全体员工是直接参与到机构内的各个具体服务中的行为主体，是医疗技术、

服务及产品的提供者，是诊疗机构具有服务功能的具体执行者，而全体员工的服务质量

和工作态度，直接决定了宠物诊疗机构的口碑和经济效益。 

1.3 创新为实现途径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兴起的挑战，最重要

的是不断创新（王山青，1999）；随着进入宠物市场的资金增多，宠物诊疗机构面临新

的挑战，谁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谁将被淘汰，因此在软件、硬件建设方面，都同时存

在不断创新问题。观念是前提，科技是核心、制度是保障、管理是关键 ，经过创新之

后能对资源进行合理再配置、对机制进行合理再安排、对组织进行合理再设置，都影响

着宠物诊疗机构的整体运行，终使宠物诊疗机构再度焕发活力（王天旭等，2014；赖晓

云，2012；陈晓钢，2005）。 

1.4系统协调是保证 

宠物诊疗机构的经营活动是一个不断投入和产出的过程，其发展受到内因和外因的

影响，内因是发展的根本依据，而外因是促使发展的必要条件，宠物诊疗机构要健康发

展，内外因素得有机统一、协调发展（（刘俊猛等，2001；赖晓云，2012；王荣彦，2013）。 

 

2. 宠物诊疗机构内部管理的系统特征 

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开放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的程度。宠物诊

疗机构的发展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现代经济社会以及医疗技术和科学的发展现状。宠物

诊疗机构要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不断地与外界环境交换各种各样的能量、物

质和信息，不断地学习吸收先进的发展模式、各项技术，以及引进对宠物诊疗机构发展

至关重要的资源与人才（魏宏森等，1996）。宠物诊疗机构处在经济市场上，不断受到

各方面的竞争和挑战。而宠物诊疗机构的管理系统正是在这种开放、交流、和竞争中获

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的开放包括两个内容，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是

促进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与外界环境进行各种资源的交流和沟通，其中包括人力资

源、财务资源以及信息技术等，通过对外部环境提供特色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创新管

理模式，引进人才、技术等完善自己（高雁，2006）。对内开放是指宠物诊疗机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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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之间的开放，同时也包括各个部门内部各要素的开放。宠物诊疗机构内部部门之间

彼此开放，可以保证各种信息在系统内部畅通流转，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联系，从而

增强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的活力，是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陈

海根等，2003）。 

 

3. 宠物诊疗机构内部管理的运行保证 

3.1高素质的管理者 

宠物诊疗机构管理者掌握资源的配置权力，决定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方向，是未来

发展目标确认者、计划制定者、工作指导者，在宠物诊疗机构管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杜乐勋等，2007）。对宠物诊疗机构而言，管理者的水平高低决定了宠物诊疗机构

发展的优劣程度，同时也决定了宠物诊疗机构的未来的竞争力。因此，一个合格的管理

者应具备个人的自我控制力，领导才能和团队组织能力。 

随着中国加入 WTO，巨大的宠物市场市场已成为国外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进入的主

要领域之一，主人对医护及其他服务要求的提高及宠物诊疗机构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

如何保证宠物诊疗机构在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归根结底，管理者的素质对宠物诊疗机

构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不但要能够有效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要能对外部环境的

变化及时作出正确的反应，因此合格的管理者需要具备洞察外部环境变换的敏锐视觉和

思维，要善于不断收集了解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邱

建林，2007）。宠物诊疗机构管理者要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对周边环境中的

利弊条件进行分析，然后与宠物诊疗机构自身条件的优劣点进行配比，制订正确的经营

管理决策，以确保在此市场中，宠物诊疗机构能够扬长避短，茁壮发展。 

3.2管理人员职业化 

职业化目前而言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通俗而言，职业化就是指个人的谋生技

能和手段以及薪酬都依从于一种固定的工作。也有人认为职业化分别是职业技能，职业

道德和职业意识的结合体。宠物诊疗机构管理队伍的职业化，是指有专门担任宠物诊疗

机构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和工作报酬是从管理宠物诊疗机构的工作中

获得，此部分人员包括从事宠物诊疗机构管理决策、参谋、执行等管理工作的全体人员

（袁青，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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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宠物诊疗机构仍然属于一个新兴的行业，还没有建立与宠物诊疗机构管理

人员职业化相匹配的从业准则，然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的提高，人们对宠物

诊疗机构所要求的服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造成医疗市场和其他宠物服务类市场环

境发生变化，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宠物诊疗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正经受着考验，

面对市场的需求，管理者不仅要履行好组织、领导职能，还需要具备系统的思维方式，

有洞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宠物诊疗机构管理队伍职业化是目前国内大型宠物诊

疗机构的一种趋势，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3.3员工的全面发展 

人才是宠物诊疗机构的第一位资源，现代宠物诊疗机构如果想又快又好的发展，没

有人力作为助力器是不可能的（加里·德斯勒，2001）。因此人才队伍建设也是宠物诊

疗机构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宠物诊疗机构必须牢固树立人的全面发展观，在人

才管理上树立新理念。因此，要注意宠物诊疗机构的员工治学和治心统一，个人发展和

他人发展相和谐，个人与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更要和谐统一。 

治学是提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用品等员工的专业水平，增强个人的专业技能和本

领；治心是指保持人的心灵纯洁，不为外界纷杂所扰，保持精神境界稳定。两者互为依

赖，密切相关。因为对宠物主人而言，他们将自己的宠物视为自己家庭的一份子，真切

希望别人也真心对待，如果不能体会到这点，再有学问也不能成为宠物主人喜爱的医务

人员。要推进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宠物诊疗机构的每个员工都得到充分发展，人尽

其才。宠物诊疗机构是一个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理顺

各种利益关系，能为宠物诊疗机构里每一个员工的发展都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施展的空

间。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员工认识到自己的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协

助，自己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存在着共同的基础，且利益相关（吴桐春等，1999）。充

分认识到协调好自我发展与他人发展的重要性，能主动为他人的发展提供支持，宠物诊

疗机构管理者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尽量创造人人发展的适宜环境，营造医护、及其他

员工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个人发展与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是统一的，个人的发展表现为个人能力、视野、专

业素质的提高，进而为宠物诊疗机构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促进宠物诊疗机构的

发展；而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则表现为能开拓更多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能为

兽医从业人员提供更大的舞台空间。两者的发展互相促进，因此决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必须实现个人发展与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的和谐统一。但是个人的发展和宠物诊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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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又互相制约，因此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要抛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旳模式，将衡量宠

物诊疗机构发展的重要标准制定为人的发展程度，为员工提供各种有效的渠道和可行的

动力机制，使每个员工都把聪明才智投入到宠物诊疗机构建设中来，最后将个人的发展

以及素质的提高在宠物诊疗机构发展中得以实现，达到宠物诊疗机构发展与个人发展的

和谐统一。 

 

4.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内部管理状况 

为深入分析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在内部管理方面的现状，笔者通过在问卷调查中设

置问题，对管理中的组织结构、绩效考核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 

4.1 组织结构方面 

宠物诊疗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宠物进行医疗服务，因此其组织结构框架就应以其宠

物诊疗任务为核心进行分解、组合和协调而建成，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一个宠物诊疗

机构时，要从工作专门化、部门化、指挥链、集权、跨度与正规化等六个关键要素来开

展组织设计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私立宠物诊疗机构是以利益为核心而设计的组织结

构，因此，其中必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在调查问卷中，为全面了解宠物诊疗机构组织

管理方面的问题，专门设置了对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具体统计结果见下表 5-1。 

 

表 5-1员工对组织结构满意度调查 
Table 5-1  Investigation on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Faculty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由表 5-可见，宠物医院对机构组织结构的满意率比宠物诊所较高出 31.93%，宠物

医院中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基本上持平，而宠物诊所中，不满意度较高，笔者认为这可

能与宠物诊所机构规模较小，人员较少，管理者管理过度集权，不突出诊疗机构文化，

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强所致。加之宠物诊所在市场竞争中更加不易胜出，生存压力较大而

导致在处理事情上经常以利益为判定标准。因此，作为宠物诊疗机构，尤其是私立宠物

诊疗机构，要努力营造一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富有同情心的朴实情感，构建一个有

灵魂，有自己文化底蕴的组织，从而形成员工工作积极性更高，主人更愿意带宠物前来

就诊的良性循环机制。 

组织结构 满意 不满意 无所谓 满意率 

宠物医院 66 59 12 48.18% 

宠物诊所 13 55 12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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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绩效考核方面 

随着企业管理文化等影响，贵阳市不少宠物诊疗机构引进了绩效考核制度，从市场

化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适应市场发展的进步。但绩效考核制度的具体考核方式则与管理

者们的意志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了解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从业人员对本单位绩效考核制

度的满意程度，设置了关于对绩效考核满意度的问题，具体统计结果见下表 5-2。 

 

表 5-2  员工对绩效考核满意度调查 
Table 5-2  Investigation on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Faculty 

on Performance Evalution 

 

 

 

 

笔者通过对贵阳市存在绩效考核的宠物诊疗机构进行该项调查结果显示，宠物医院

满意率比宠物诊所高出 52.09%，主要表现在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待工作的责任

心和事业心，由此还更加容易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体系，但部分从业人员也认为存在不合

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该方案使得宠物诊疗机构更加利益化，且更加强调量的多少而对

质的关注度下降。笔者认为，作为宠物诊疗机构的管理者，引用绩效考核制度上，应该

注意以下五点：第一，管理层执行力要强。因绩效考核直接关系到员工利益，只有在强

有力的执行之下员工才会按照该规则去行动，才能够真正运行起来；第二，绩效考核的

重心要有把握。在私立宠物诊疗机构中，经济利益始终为第一位，但在注重经济利益的

同时，应注意不要剑走偏锋，更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此外，在经

济总量上升的同时，还应注意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加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第三，管理

者意志要坚定。一旦决定的事情不要随意更换，不然将导致团队人员对管理者失去信赖；

第四，在诊疗机构中要形成统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价值衡量标准相当于一杆秤，对不同

职称的工作人员之间具有了可比性，但也可能在考评活动中存在人为操纵和主观印象评

分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一个好价值衡量标准能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也能吸纳更多的

优秀人才加入；第五，注重营造良好的文化。绩效管理和诊疗机构文化相辅相成，在良

好的绩效管理模式下，会产生统一的价值观，也将促进诊疗机构形成统一的文化体系，

在以经济为导向的私立宠物诊疗机构，应更加注意统一价值观的形成。 

 

绩效考核 满意 不满意 无所谓 满意率 

宠物医院 90 11 2 87.38% 

宠物诊所 12 22 0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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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人才永远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在技术高度集成的宠物诊疗机构更是如此，人力

资源管理方式当然的成为诊疗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将贵阳

市宠物诊疗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满意程度统计见表 5-3。 

表 5-3  员工对人力资源管理满意度调查 
Table 5-3  Investigation on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Faculty 

 on Human Resources Manegment 

 

 

 

 

由表 5-3 可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宠物医院比宠物诊所高出 5.66%。尽管如此，宠

物医院和诊所满意率均较低，笔者认为可能与管理者们的以下三点误区有关：第一，过

于急功近利。不注重员工的长期培养，不信任和尊重员工，更不可能让员工参与民主管

理、公平竞争和利益共享，导致员工归属感不强；第二，人才角色定位不清晰。人的社

会属性和人才市场化的特点，要求宠物诊疗机构必须把人力资源看成社会资源，同时也

要求管理者把医院员工的技术能力、工作态度以及员工和医院内部关系的发展，看成是

医院投资的对象；第三，激励政策过于单一。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这就要求人不

仅在物质上有需求，还要求有精神上的需求，因此，在对人才进行奖励时不能只注重工

资、奖金等方面鼓励，还应注重精神上的奖励。 

 

人力资源管理 满意 不满意 无所谓 满意率 

宠物医院 42 39 28 30.66% 

宠物诊所 20 65 23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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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方法是用来确定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而将

公司的战略与公司的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张

沁园，2006；方芳等，2005）。SWOT 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它是由旧金山大学的

管理学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来的，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

企业现实情况的方法；SWOT 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

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是把企事业内外环境条件所形成的机会、威胁、优势、

劣势四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以寻找制定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经营战略和策

略的方法（谢记雷，2014 刘芳，2009；张沁园，2006；吕金斌，2012）。 

为深入研究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机会，克服存在的劣势和威

胁，在本章节中通过利用 SWOT 分析方法，对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面临的优势、

劣势、机会、威胁进行综合分析，对其综合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便正确认识贵

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机会，克服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各种不利因素，

从而为制定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参考依据。在实际问卷调查

工作中，一是先对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进行摸底调查，对部分典型诊疗机构进行重点调

查；二是对民营机构高、中层行政管理人员进行重点访谈，充分听取有关管理人员或负

责人员的意见和心得；三是在宠物诊疗机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数据收集，从而对贵阳市

宠物诊疗机构 SWOT 进行全面分析。 

 

1.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具有的优势（Strength） 

1.1区位优势 

贵阳地处贵州省的地理中心，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和西南

地区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工业基地及商贸旅游服务中心，同时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

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国务院确定的“黔中经济区”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内的重要中

心城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贵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宠物养殖数

量急剧增加，专业化的宠物市场已经形成，宠物养殖数量不断增多。因此，贵阳市宠物

诊疗机构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极易形成以贵阳市为中心，向周围市县辐射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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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良好势头，在贵阳市当前宠物诊疗机构发展中，应把握好该地理区位优势，形成

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1.2环境优势 

贵阳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爽爽的贵阳”深入人心。贵阳

市有 29.3 万亩的第一环城林带和 191 万亩的第二环城林带，素有“林城”美誉。2007

年贵阳市更被中国气象学会评为“中国避暑之都”的美誉，并于 2007 年起每年均举行

“中国·贵阳避暑季”等以避暑为主题的活动，为宣传贵阳，推动旅游、休闲、养生等

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类产业的发展必将推进与之相关的产业如宠物行业

的快速崛起，宠物行业的崛起必将推动宠物诊疗、保健、美容、寄养、训练等发展。 

1.3人文优势 

贵阳市属于贵州省的省会城市，是贵州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为贵州省宠物

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也是对宠物认知度最高的地区。贵州省的科研院校多集中在贵阳市，

贵州大学坐落在贵阳市花溪区，其下属学院--动物科学学院是贵州省最早开设宠物医学

课程的学院和唯一招收临床兽医学宠物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学院。贵阳市拥有数量最

多的宠物（伴侣动物）、成立最早的宠物诊疗机构和最多的关爱宠物健康协会。良好的

人文氛围，相对发达的宠物经济，催生更多的宠物诊疗机构（宠物医院、宠物诊所）如

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起来。贵阳市人文优势在贵州省首屈一指，目前宠物行业发展势头

是其他市州不可比拟的。 

 

2.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存在的劣势（Weakness） 

2.1唯利是图，缺乏健康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宠物疾病诊疗中，不少宠物诊疗机构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增加不必要的诊断检

测项目，甚至顺带推销不必要的宠物用品及犬（猫）粮等，此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宠物诊疗机构唯利是图的形象。此外还存在宠物诊疗机构管理层过于强调诊疗机构的

功利性而忽视了公益性及长远性，随着医疗仪器价格的上升，宠物诊疗机构仪器投资成

本回收周期变长，从提高疾病诊断准确性方面考虑这些医疗仪器是十分有必要引进，可

是一些宠物诊疗机构将投资回报期定的很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为加快资金回收而恶

意增加医疗仪器的使用频度。这种凡看病就诊必靠仪器进行所谓全面检查的诊疗行为，

必然会加重民众经济负担，形成想看病又消费不起的局面。越是贵重的仪器收费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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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一般不会太低，而一些普通仪器如显微镜等的使用频率反而排在了后面。因此，

减少功利性，增加公益性是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中所要克服的劣势问题之一。 

2.2缺乏完善的内部运行管理机制 

目前贵阳市大多数宠物诊疗机构规模不是很大，医护人员配额有限，医护人员往往

是一人分饰多个角色，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低。医院的管理者（老板）一般只注重经济方

面的管理，而往往轻视或忽略服务质量方面的管理，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水平不

高，管理理念不具有长远规划性。在管理理念、经营运作等方面缺乏探索、创新，对宠

物诊疗这个特殊行业的科学性、复杂性和规范性的认知偏差大，管理缺乏实践。仅就诊

疗质量管理而言，从接诊环节到转归环节，从临床治疗到后勤规范，层次繁多、复杂，

这就要求管理层不仅要有科学管理的理念，而且要有诊疗机构专业管理的基础。有的在

诊疗管理方面存在较多漏洞，在处方、病历本管理、诊疗机构人员信息资料管理等方面

都存在着较多问题，为医疗安全埋下隐患。因此，合理引进公司管理规章制度，适时激

励员工，建立宠物诊疗机构长远发展愿景，树立良好企业文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建

立企业等级制度，在新的形势下避免重新洗牌而被市场淘汰。 

2.3市场秩序不规范 

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基本上均是民营性质，良好的营业效益是诊疗机构赖以生

存的根本，在市场保有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只有赢得更多病例，抢占更多市场份

额，才是根本生存之道。按照如此趋势，必将出现小型诊疗机构因市场冲击难以维系，

同是也将出现一些宠物诊疗机构不择手段恶性竞争，比如通过降低诊疗成本和诊疗服务

的含金量来弥补价格损失，不使用规定使用的一次性医疗耗材等等。通过虚假广告或夸

大其词来招揽更多的病例，这也是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经营中的顽症，长此以往使得宠

物诊疗机构整体水平难以上升，也难以获得更好的诊疗服务，同时还极有可能出现一家

或几家独大的垄断局面。规范市场秩序和竞争手段，加强行业监督管理是弥补该项劣势

的重要手段。 

2.4高水平诊疗人才队伍不足 

人才资源是促成动物诊疗机构发展和提高知名度的关键（曹晓峰，2003）。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宠物诊疗机构落户筑城，经过近 10 年的高速发展，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无论数量、规模，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性、经营理念，都获得了空

前的发展和繁荣。但同全国大多数省市相比，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处于中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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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水平偏低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因素，即高水平诊疗人才队伍不足。贵阳市当前

宠物诊疗行业人才整体素质偏低，学历基本上以大专和本科毕业为主，硕士和博士毕业

生专门从事该行业的较少，同时，宠物诊疗机构在人才培养和引进上存在一定的偏见，

大部分宠物诊疗机构并不安心于自己培养人才，而是想直接引进人才。人才相对不足为

现今制约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动物诊疗团队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要赶上发达地区的水平，尚须通过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 

2.5社会对宠物诊疗机构存在认知偏见 

曾几何时，兽医或兽医专业在民众心中是不入流的代名词，多数高校的兽医专业亦

更名为看起来较为高雅的动物医学专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本不招人待

见的兽医，特别是在城市从事宠物疾病诊疗与保健的兽医，经济收入可观，社会地位也

节节攀升。但新的认知偏见也如约而至，在部分民众心目中宠物行业就是一个暴利行业，

宠物诊疗机构就是暴利机构。一些主人视宠物为自己的生命，但经济能力有限，内心经

历着“看还是不看”的痛苦煎熬。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是在最近十几年内随着国民经济

的快速腾飞而发展起来的，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收费水平一直水涨船高。到目前

为止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并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宠物医院诊治，

花费存在云泥之别。应该说免疫接种是最容易统一收费标准的，操作上的技术差别微乎

其微，但同种品牌疫苗在不同诊疗机构也存在几十元的差价。价格居高不下和收费差异

大是引起认知偏见的重要原因。而部分动物主人认为犬猫疾病不值一提，哪有医生描述

的那般严重，诊治费用不可能太高的想法也是引起认知偏见的原因之一。如何破解认知

偏见，除了诊疗机构积极发挥其社会公益性方面的职责外，合理划定物价，规范收费标

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3.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面临的机会（Opportunity） 

3.1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随着政府一系列针对动物诊疗机构政策性文件的出台，不仅规范了贵阳市动物诊疗

机构的营业方式，也促进了贵阳市动物诊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如贵阳市最近出台的《动

物医疗废弃物回收制度》、《诊疗机构持证上岗》等均要求贵阳市动物诊疗机构朝着规

范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众多宠物诊疗机构及时抓住机遇，借助政策导向健全

制度，从而更加有利于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从目前发展形势来看，今后还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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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台更多有利于宠物诊疗机构发展的政策规定，加快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 

3.2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成为宠物（伴侣动物）走进千家万户的推手之一。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养宠物（伴侣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家养宠物成为一种社会

时尚，更成为许多空巢老人、失独家庭、独生子女的精神寄托。因此，对宠物服务行业

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必然对宠物诊疗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长期受地域、经济

等方面原因的影响，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民们迫切需要爱宠享受到全方位的周到细致的服务。因此，专门

针对宠物行业等高端服务行业的规范逐渐出台，为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条件。 

3.3更专业、更高端的发展要求 

由于诊疗水平的局限，宠物老年性疾病和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治制约着贵阳市宠物诊

疗机构的发展。许多主人在本地多家宠物医院折腾了好久，得不到有效诊治，花了很多

钱最终还是没有挽回宠物的生命，心灰意冷，从而携带宠物远走他乡就诊。这种情况是

挑战，更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目前看病难主要体现在高层次的诊疗服务短缺，而解决

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积极鼓励和加快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朝向更加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完善宠物诊疗机构，有计划的引进高端诊疗设备，针对国内外医疗发展现状

及时组织宠物诊疗人员参加培训或进修学习，这样就有利于宠物诊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

改进，更好地解决宠物老年性疾病和疑难杂症等问题。 

 

4.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面临的威胁（Threat） 

4.1支撑的规章或扶持的政策不多 

目前有章可循的如《动物医疗废弃物回收制度》、《诊疗机构持证上岗》，但是规

范收费标准、解决医患纠纷等细则尚未出台。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在服务社会，促进本

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急需这方面的规章制度。目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许多政策还在逐

步建立和完善当中，有着目前所不能预知的空白区域。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一般均属于

民营性质，要求有更多有利政策的支持，然而事实上私立宠物诊疗机构在诊疗许可证办

理、银行信贷、准入审批等方面，存在着较大难度，限制了宠物诊疗机构的规模发展和

服务质量。在营业税收方面还未见税收减免政策，而且税率较高，没有考虑到宠物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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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特殊性。 

4.2正面宣传不足 

宠物诊疗机构作为公益性服务行业，在保障动物健康的同时，必然有着营利的方面，

为维持自身发展需要，这种营利性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营利性的存在使得公众认为宠

物诊疗机构是在不择手段地赚钱，严重影响了宠物诊疗机构的形象与声誉，这一现象甚

至具有存在的普遍性。总体来看，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营利性质的负面效应并没有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因此，减少负面效应也是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面临的

难题，而针对该问题解决的方法需要整个区域内的宠物诊疗机构加大对动物保护的宣传

力度，加强对流浪动物进行救治、提倡动物福利、规范化经营和合理收费等，均是解决

该难题的有效手段。 

4.3 缺乏长远发展定位 

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行医人员往往存在着较多的不适应感，如自身价值定位、

行医压力感及盈利状况等，均给兽医师及机构负责人带来压力，且行医压力和盈利状况

均来自于社会，也是参与市场竞争必然存在的问题。在调查中，不少兽医人员认为自身

社会认可度不高，有些民众甚至认为兽医从业人员只是属于不务正业，给部分刚步入该

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心理上带来压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宠物诊疗机构的投资金额也

越来越大，商业竞争也愈加激烈，使得营业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宠物诊疗机构的生存。

定位不准，社会压力增大是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存在的普遍现象。 

4.4 市场应变能力不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民营宠物诊疗机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宠物诊

疗行业内部形成垄断局面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宠物诊疗机构发展规模持续增长的情

况下，更易形成“一家独大”的情况。在调查中多个小型宠物诊疗机构管理者表示垄断

局面的形成不能开展公平的竞争，更不能有利于提升各类小型诊疗机构的竞争力，使得

民营动物诊疗机构在健康生态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窄，威胁着不同层次宠物诊疗机构的

生存和发展。 

5. 小结 

综上述，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处于良好的机遇期，地理、环境和人文等优势

明显，发展势头不可逆转。如何维护好当前良好局面，促进贵阳市宠物诊疗行业这一朝

阳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优势和抓住机会，克服劣势和摆脱威胁，在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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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潮中获得更好的发展生存空间（表 6-1）。 

 

表 6-1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的 SWOT分析 
Table 6-1  SWOT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of Pet Treatment in Guiyang City 

指标 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 

基本条件 

（Basic Conditions） 

（1）地处省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

宠物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明显。 

（2）宠物饲养量多，宠物疾病诊疗是宠

一项必需的产业。 

（3）技术人才集中，有人才培养教育体

系。 

（4）具有一定技术装备基础。 

（1）技术装备还比较落后。 

（2）从业人员中高级技术人才

比例过低，专长技术人才不足。 

（3）部分诊疗机构尚未取得行

医资格。 

（4）多数行医机构管理欠规范，

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 

（5）重治疗、轻预防。 

机会（Opportunity） 

机会因素（Opportunity Factors） 品质提升（Exalting Quality） 

（1）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宠物养

殖数量的增多，宠物疾病防控机构的发展

已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2）疫苗和药品、设施设备不断开发，

诊疗技术不断进步。 

（3）教育部门设立了专门宠物饲养与疾

病防控学科，可以不断提供新的人才。 

（1）人才竞争激烈，促进高级

人才队伍的培育。 

（2）国家对行医行业条件要求

越来越严格，城市宠物诊疗机构

发展将受到控制，没有行医资格

的机构将被取缔。 

威胁（Threat） 

威胁因素（Threat Factors） 威胁控制（Threat Control） 

（1）政府和动物防疫卫生管理部门缺乏

宠物诊疗事业发展和布局规划，造成区域

内宠物机构拥挤，相互竞争激烈。 

（2）贵阳市对宠物疾病诊疗事业尚无专

门的管理条例，缺乏严格的监管，导致诊

疗机构之间不正常竞争。 

（1）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完善

技术人员队伍及设备设施，规范

内部管理，合法行医。 

（2）引进现代诊疗仪器设备和

新技术，不断提高宠物疾病防控

与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3）加强诊疗技术人员职业道

德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不断

提升机构从医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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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贵阳市宠物诊疗发展思路及建议 

 

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国范围内各大中城市宠物

诊疗机构，私立宠物诊疗机构占压倒性优势，部分公立宠物诊疗机构亦有为股份制或私

人承包取代之势。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贵阳市动物诊疗机构主要集中在含兽医或畜牧

兽医专业的大专院校、各区县兽医防疫站，多为公立性质，而 90 年代中后期之后，特

别是近 10 年，贵阳市区动物诊疗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多以私立性质为主，

服务对象主要为家庭饲养的宠物或伴侣动物。贵州省为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贵阳市为

其省会城市，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据当前宠物诊疗机构逐年增多的

趋势，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会有相当一批资金将流入宠物相关产业领域，宠物相关产业

领域竞争也将会愈加激烈。如何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促进宠物诊疗机构可持续发

展，是贵阳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话题之一。根据前述各章节对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一步通过对相关执法监督部门、企业领导、从业人员和消费

者等的访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从规范制度、提升服务、宣传报道等方面，提出促进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健康发展的技术性建议与措施。 

 

1. 规范管理制度 

除目前《动物医疗废弃物回收制度》、《动物诊疗持证上岗制度》等书面指导性文

件外，尚需编制和出台《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建设发展规划》、《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

建设标准》、《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规范化管理制度》、《贵阳市宠物医院（诊所）收

费标准》、《贵阳市宠物医疗纠纷调解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和文本，让贵阳市动物诊疗

机构在审批、建设、运营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1编制《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建设发展规划》 

规划是比较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和

考量，设计未来整套行动的方案。建议贵阳市农委动物卫生防疫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对全

市宠物进行登记注册，以城市社区为单位，逐户进行宠物种类、数量、性别、年龄、来

源等基本信息登记注册，摸清全市宠物饲养数量和区域分布情况，并对油榨街花鸟宠物

市场宠物上市交易量、宠物去向等进行调查和统计。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市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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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病和多发病进行系统的调查。由市发展改革局组织编制《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建设

发展规划》，规划时限应着眼于 10～20 年，按照规划文本的内涵及要求，对全市宠物

诊疗机构建设发展的思路、发展原则与方向、机构布局、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建设标

准及机构的运行管理进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新建宠物诊疗机构的审

批依据。 

1.2制定和实施《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建设标准》 

在《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建设发展规划》文本公布之后，新建宠物诊疗机构有了审

批依据。之后应由贵阳市农委动物卫生防疫监督所组织有关专家及技术人员，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

19 号）要求，编制《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医院、门诊部）建设标准》，对宠物诊疗机

构（医院、诊所、门诊部）建设场地的选择、房屋建设、功能区划分、设备配套、技术

人员资格和人员队伍组成、机构的运行管理等做出标准规定，并由市技术质量监督局颁

布实施，作为各宠物诊疗机构（医院、诊所、门诊部）建设审批和考核验收的标准。 

1.3制定和实施《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规范化管理制度》 

《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医院、门诊部）建设标准》规范了宠物诊疗机构房屋等硬

件建设方面的标准和要求，而要有与之匹配的运营方面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议贵阳市

农委按照《动物防疫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等规定出台《贵阳市宠物诊疗机

构规范化管理制度》，对宠物诊疗机构资质、工商注册、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组成、

诊疗活动、内部管理制度、兽药使用与管理、病历与处方笺及其档案管理、重大动物疫

情报告及处置、消毒与卫生逐条进行规定，作为地方法规，实施全面管理。 

1.4制定和实施《贵阳市宠物医院（诊所）收费标准》 

根据当前贵阳市宠物诊疗收费标准不一、总体偏高等问题，由市农委牵头，组织市

物价局、大专院校、医院（诊所）、宠物协会、动物流浪保护者协会等各方负责人、专

家和代表，结合贵阳市民众收支水平，从挂号、免疫注射、影像诊断、保守治疗、手术

治疗、安乐死术、尸体处理等方方面面，根据动物体重、药物用量、治疗难易、使用频

次的不同，层层细化，制定《贵阳市宠物医院（诊所）收费标准》，并见诸电视、报刊

等公共媒体平台，要求所有宠物诊疗机构将收费标准悬挂于醒目位置，并遵照执行。 

1.5出台《贵阳市宠物医疗纠纷调解办法》 

宠物医疗纠纷是宠物诊疗机构在运营过程中难以绕过的问题，不论公立或民营、医

院或诊所、知名或不知名，只要较长时间发生诊疗行为，都难以避免发生宠物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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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市宠物诊疗活动中，为了平息医疗纠纷，有的诊疗机构还专门设有隐性的“摆平”

此类问题队伍；有的诊疗机构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理直气壮，纠纷确与院方

无关，但由于对方蛮不讲理、满大街骂娘，面对此种情况，为了息事宁人，不影响继续

做生意，一般都以院方赔偿一定数额金钱“私了”。为了有一个公开公正的解决宠物医

疗纠纷的平台，不至于让多数合法经营者“提心吊胆”，有必要由贵阳市农委动物卫生

监督部门挂帅，成立有法律界、医疗界等各方人士组成的仲裁机构，起草《贵阳市宠物

医疗纠纷调解办法》。仲裁机构持中立立场，认真分析医患案件，明确医患双方责任和

义务，灵活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提升服务品质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极大解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在国

力大幅提高的背景之下，宠物经济日趋活跃，宠物诊疗行业亦应运而生。宠物诊疗行业

属于第三产业当中的服务业。据国民经济运行统计报告，2015 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贡献率首次超过 50%，2016 年前三季度贡献率达 52.8%。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服务

业，宠物诊疗行业在贵阳市起步较晚，有必要提升服务质量，追赶发达地区诊疗水平。 

2.1公共卫生安全培训与宣讲 

宠物诊疗机构的职责在于保障宠物健康和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为了增强全社会

公共卫生安全防范意识，深植于第一线的各级各类宠物诊疗机构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

义务。具体措施是： 

（1）由贵阳市农委动物卫生监督所牵头，定期组织市辖所有宠物诊疗机构的相关

人员进行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培训。 

①教员遴选。在高校从事公共卫生学的专任教师、长期在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第一线

的人员、省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教员年龄、性别、学位和职称不限，而注重“真枪实

弹”、生动幽默。 

②培训内容。人畜共患病特别是人与宠物共患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寄生虫性

疾病的危害与防范；重大疫情报告；消毒；医疗废弃物和宠物尸体无害化处理等。 

③培训人员：诊疗机构的医生、护士、管理者或老板；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公务员。 

④培训方式：每年培训 3～4 期，每期培训半天（3 小时）。每个诊疗机构每期至少

派 1 名从业人员参加，每年培训实行全员覆盖。为防冒名顶替、张冠李戴，每次培训进

行全程摄像和当场考核，考核成绩和摄像镜头为各诊疗机构年审的凭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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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诊疗机构配备人畜共患病方面的图书、图片、影像资料，可供随时查阅、

观看、学习。宠物主人携爱宠前来诊疗、免疫、保健，以及购买宠物用品时，只要涉及

到相关方面的咨询，应抓住时机，“诲人不倦”，及时灌输公共卫生安全知识。 

     通过政府牵头培训以及自身努力提高，在第一线的兽医从业人员首先保障了自身

安全。再通过积极向宠物主人和社会人员宣讲兽医公共卫生卫生安全知识，宠物诊疗机

构除正常经营外，同时还塑造具有公德心的社会形像。 

2.2执业兽医考前培训 

    从 2011 年起，贵州省农业委员会组织全省兽医、畜牧兽医和水产专业毕业的相关

专业人士，参加每年 10 月举行的全国执业兽医师资格考试。贵州省的执业兽医师通过

率不高，居全国下游水平。根据《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开办动物诊所至少要

配备 1 名执业兽医，而动物医院至少要配备 3 名，而且部分通过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人

员又暂时不在诊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因此，部份诊疗机构至少在执业兽医的配备上未

达标，相当一部分开办较久而未取得资质，部分想从诊所升级到医院而不能如愿。 

有鉴于此，要提高诊疗机构的服务水平，首先得有取得执业兽医格证的专业人员；

执业兽医要通过考试获得，为了提高执业兽医资格考试的通过率，除了考试者自学外，

考前培训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具体措施是： 

（1）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内容包括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的主干学

科，将近 20 门课程。因此，即使某位兽医学科的教授学识广博、精深，也难以对 20 门

课程的内容面面具到。建议由贵阳市农委动物卫生监督所牵头，委托某专业学院承办培

训任务。从大专院校相关学科专任教师以及参加执业兽医师资格考试命题的专家中，根

据各自专长，精挑细选组建 10 名左右授课队伍。 

（2）各授课教师结合自身专长，整合历年考试真题，进行知识点讲解，并善于归

纳总结。 

（3）培训方式：每年暑期集中培训，根据学员多少可酌情延至国庆长假。50 人 1

期，每期培训 10 天。培训期间学员食宿自理，并按规定缴纳一定培训费，作为教师课

酬、管理费、资料费等。 

2.3执业兽医实操考核 

诊疗机构按《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配备了相应的执业兽医数额，

便具备了开办诊所或医院的条件之一。有了“人”，便具备了服务于社会的最积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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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能否更好地提升服务品质和内涵，这主要取决于执业兽医的专业素质。能通过执

业兽医资格考试，表明这个执业兽医已有了相当的专业素养，但这并非专业素质的全部。 

在对贵阳市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的人员的了解中，发现相当部分是刚出校的大学生

和在读研究生，并未在宠物诊疗机构中历炼过或历炼甚少，假以时日，经过一段时间的

浸淫，多数能成为医院或诊所的中坚力量；部分虽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但束之高阁，

或租赁到某些诊疗机构，有收取年租费之实，而无坐堂问诊之实。有鉴于此，除对诊疗

机构进行书面材料进行验资外，还要进行实操考核。目的就是为了真正了解宠物诊疗机

构专业化服务状况，以提高其服务水平。具体办法是： 

由贵阳市农委动物卫生监督所牵头，组织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和临床兽医学操

作能力强、实践经验足的专家组，对各级宠物诊疗机构备案的执业兽医，进行实际操作

考核。通过实操考核的执业兽医，既有较高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又具有娴熟的操作能力，

无形中提升了服务品质及内涵，有助于宠物诊疗机构朝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2.4参加学术交流 

宠物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宠物诊疗为其分支之一。宠物医学的发展较晚，但起点

高。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的地区，宠物医学同样发达。宠物医学的发展，促进了宠物诊疗

行业的兴起与发展。贵阳市地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宠物诊疗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息

息相关，与邻近省份差距不小，与东部沿海等发达省份差距更大。为开阔视野，增长最

前沿的宠物医学知识，提高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建议适当参加一定的

学术交流。具体思路是： 

（1）参加宠物医学学术交流会。 

近年来，有关宠物医学的学术交流会层出不穷，比如全国宠物医师大会、东西部

小动物临床兽医师大会、西南宠物医师大会、南方宠物医师大会等。这些学术交流会举

办频繁，交流者既有学术界的大家，又有经营有道的医院掌门人，通过他们的献身说法，

分享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2）参加传统的兽医临床学术会议。 

这些学术会议有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外科分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内科及临

床诊疗学分会、兽医临床大会等。这些学术交流会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现代的气息，

因为不管是哪个会议，都设有小动物医学专场，而往往小动物医学专场是最吸引眼球的。 

（3）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 

     比如亚洲兽医外科学学术交流会，第一届于 2012 年 11 月在中国南京举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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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将于 2016 年 12 月在日本福冈举办。这个会议同样设有小动物医学专场。 

（4）邀请相关大师和成功人士前来讲学。 

邀请国内外知名兽医专家和成功企业家前来讲学，促进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与外界

的文化及经验交流，为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尽量做好服务工作。 

（5）参观发达地区现代化宠物医院的建置、经营管理。 

 

3.正面宣传报道 

3.1宠物诊疗行业的公益性 

宠物诊疗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其关系到城市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城市宠物诊疗机

构建设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和传播，还可为大专院校毕业生提供就

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了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乐趣，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减轻了政府的养老负担。因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依照国

家相关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宠物诊疗机构的服务和监管，规范宠物诊疗服务行为，营造良

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宠物诊疗机构健康发展和诊疗技术水平及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3.2 宠物诊疗行业的特殊性 

（1）动物诊疗行业与水、电、气等产业不同，不具有沉淀成本而形成的规模垄断性质。

动物诊疗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多途径、多形态的营业结构是一种必然，整个宠

物诊疗市场是可以细分的（吴美珍，2004；郭剑彪 2003）。建议政府出台扶持优惠政策，

在依法实施管理的同时，对宠物诊疗机构在政策上应有所区别，此举有利于更加充分利

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投资于宠物诊疗行业，满足广大市民的动物医疗需求，也有利于

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诊疗机构市场价格，减轻市民动物诊疗费用负担。 

（2）政府部门要将宠物诊疗机构纳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宠物诊疗机构

逐步发展的同时，与动物其他相关产业应做到统筹协调发展。当资本进入动物诊疗行业

时，应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在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设备设施齐全的情况下，对动物诊

所机构的设立条件、资质、审核、审批程序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准入原则，不另行设

置门槛。培育有效竞争的动物诊疗市场，积极促进动物诊疗相关产业的平衡发展，鼓励

宠物诊疗机构在行医的同时，可在隔离良好的情况下进行其他经营活动如宠物美容、宠

物用品销售等。 

（3）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和媒体客观公正地对待私立宠物诊疗机构，正确评价其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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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中的积极作用，对优秀的宠物诊疗机构和成绩突出的执业兽医人员，要树立榜

样，扩大宣传，努力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同时，引导宠物诊疗机构积极参加社会公益

活动，主动协助或承担政府的动物免疫等工作，注重社会效益，定期研讨发展对策，形

成整体合力，促进民营进购相互间更好更快的发展（张洪彬，2007）。 

（4）宠物诊疗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不同于人医，面对的是不会诉说病痛所在的

动物，宠物医生需要更加耐心细致的全面检查，才可能知道病症所在。这就要求从业人

员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细致耐心的服务理念，只有在理念上强化服务意识，才能在行动

上提高服务质量，创立良好品牌的意识，将创立和培植品牌纳入机构发展的重要途径来

关注和求得突破，要像企业一样将品牌纳入机构发展的重要途径。 

 

4. 社会支持与监督 

宠物诊疗机构是作为一个服务主体出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一个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广大人民群众对动物医疗机构的发展要采取科学正

确的态度辩证看待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在宠物诊疗机构为广大群众服务好的同时，消

除对宠物诊疗机构认识上的偏见，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支持宠物诊疗机构的发展。同

时广大人民群众还要做好监督作用，及时举报非法行医、恶意敲诈等行为，促进社会的

进步。 

 

5. 动物诊疗发展之展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民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宠物诊疗机构的兴起最主要原因是得力于民众宠物饲养量的增加，

而传统动物诸如猪、牛、马等大动物到诊疗机构就诊的情形反而呈现急剧衰减的趋势。

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作为大动物的牛马等传统役畜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起到不可替代

的作用，特别是战争年代，战马的使用还催生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等专门科研机

构（古兵，2007）。当前虽然我国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速发展期，但在部分处于

高原山地的传统农耕区，由于不适于机械化作业，耕牛的使用仍十分普遍。耕牛生病时

一般都是请兽医上门就诊医治。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部分民众专门以斗牛营生，斗

牛生病时也多请兽医上门服务。肉牛、奶牛、猪、羊、禽类一般都在规模化、集约化的

养殖环境下进行饲养，这些动物的卫生保健一般都有驻场兽医就地解决。我国南方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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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饲养量不多，在动物医学专业的五大临床课（内科、外科、产科、传染病和寄生

虫病）中，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已经弱化或很少涉及到马属动物的疾病；而我国北方马属

动物饲养量则相对多些，因此对马属动物疾病的关注也相对多些，像内蒙古农业大学还

专门设有马兽医学院。 

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经济的腾飞，宠物产业也逐渐兴起，围绕着宠物衍生的一系列产

业如医疗、生产、销售及服务等，已经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而出现在经济舞台上（林德贵，

2001）。日渐增多的宠物饲养数量，必将促进宠物诊疗、宠物美容、宠物药品、宠物医

疗器械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宠物诊疗则是发展得比较快的行业之一（易宗容等，

2013）。改革开放之前，民众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此也无力饲养宠物，我国各地

宠物诊疗行业多是从上世纪 90年代才逐渐兴起，经过 20多年的历史性巨变，无论在行

业规模、技术水平，还是在社会影响和经济拉动等方面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阶段更多宠物相关产业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宠物医学方面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

会繁多，让人应接不暇。许多发展良好的宠物诊疗机构派员学习，已经不满足于与国内

同行的交流和顶尖学者的讲学，而是期望聆听国际大师传授第一流的宠物诊疗前沿知

识，或飘洋过海遍访名师，造访顶级宠物诊疗机构。宠物诊疗水平得到大幅度改善，推

动宠物诊疗朝着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推动宠物其它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

循环。在我国现阶段，宠物药品、宠物器械的研发是宠物产业中相当薄弱的两个环节。

一方面我国新兽药的研发进展缓慢，药品以传统畜禽用药为主，剂型和制剂种类单一，

专门的宠物用药少之又少，这就诱发人药兽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游锡火，2014）；另一

方面我国宠物诊疗器械也是初级产品居多，现代宠物疾病快速诊断的设施设备多从国外

进口，从 2009 年起宠物诊疗机构逐渐规范化以来，不少宠物医院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

额，开始购置先进仪器，从而大大提高了宠物疾病诊断的速度和正确性（章娜等，2013）。

因此，加快与宠物诊疗密切相关的宠物药品和宠物器械两个产业的发展，自主创新刻不

容缓。 

当前，贵阳市动物诊疗机构的服务重心已转向家养宠物或伴侣动物，这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必然结果，顺应了时代潮流。在贵阳市，宠物诊疗起步时间不长，宠物医院（诊

所）在数量、地域分布、营利和带动就业等方面，仍极具发展空间。宠物诊疗作为宠物

经济产业链当中的一环，必将与宠物驯养、宠物美容、宠物用品、宠物器械等相辅相成，

推动贵阳市宠物经济这一朝阳产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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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结论 

 

  1. 本文全面分析了贵阳市宠物诊疗现状，可见现阶段贵阳市宠物诊疗机构有了一定程

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但与发达城市相比，仍处于落后水平，有待进

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2. 贵阳市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宠物诊疗制度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建立健全的动物诊疗

制度需要动物卫生有关部门正确引导和及时规范，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3.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贵阳市宠物诊疗整体发展趋势较好，但贵阳

市各行政区域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差距较为明显，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影

响宠物诊疗机构发展，因此各项制度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应有效地结合当地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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