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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张志刚

地处中原的河南气候温和地处中原的河南气候温和，，宜于动物繁衍生息宜于动物繁衍生息，，80008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畜牧业年前就出现了原始畜牧业；；河南裴河南裴

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 1000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表明表明 70007000多年前猪牛已被农民驯化多年前猪牛已被农民驯化。。

经过几千年的延续经过几千年的延续，，如今如今，，河南畜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河南畜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已发展成为全省经济版图中重已发展成为全省经济版图中重

要的基础性产业要的基础性产业。。20132013年全省蛋肉奶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一年全省蛋肉奶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第二、、第四位第四位，，肉产量和蛋产量肉产量和蛋产量

超过新疆超过新疆、、内蒙古内蒙古、、青海青海、、西藏西藏、、宁夏和甘肃六大牧区之和宁夏和甘肃六大牧区之和。。

在河南悠长的畜牧业发展史中在河南悠长的畜牧业发展史中，，每个历史时期都曾经闪耀过光芒每个历史时期都曾经闪耀过光芒。。进入新世纪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特别是

20122012年以来年以来，，在畜牧产业化集群的带动下在畜牧产业化集群的带动下，，河南畜牧业正蓄势待发河南畜牧业正蓄势待发，，谱写由畜牧大省向现代谱写由畜牧大省向现代

畜牧强省转型最辉煌的篇章畜牧强省转型最辉煌的篇章。。

鹤壁永达肉鸡加工车间

现代化肉种鸡场现代化肉种鸡场

焦作蒙牛现代化生产车间

三高豫南黑猪饲养基地中荷牧业宽阔的牧场

地处中原的河南气候温和，宜
于动物繁衍生息，8000年前就出现
了原始畜牧业；河南裴李岗文化遗
址中有多达 1000 余头牛和猪的遗
骸堆积，表明 7000 多年前猪牛已
被农民驯化。

经过几千年的延续，如今，河
南畜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已发展
成为全省经济版图中重要的基础
性产业。2013 年全省蛋肉奶产量
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第四位，肉
产量和蛋产量超过新疆、内蒙古、
青海、西藏、宁夏和甘肃六大牧区
之和。

在河南悠长的畜牧业发展史

中，每个历史时期都曾经闪耀过光
芒。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012 年
以来，在畜牧产业化集群的带动
下，河南畜牧业正蓄势待发，谱写
由畜牧大省向现代畜牧强省转型
最辉煌的篇章。

产业化集群强势推进

走进新野县肉牛产业化集群
示范区，一排排现代化厂房鳞次栉
比，万头育肥场内膘肥体壮的肉牛
吃着全价营养餐，伴着音乐，悠闲
地按摩、散步。科尔沁牛业南阳公
司 10万头肉牛屠宰加工厂生产线
上，工人们紧张地忙碌着。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以科尔
沁牛业南阳公司为龙头的新野肉
牛产业化集群，实现了养殖、加工、
运输、销售全产业链发展，直接带
动方圆 5 公里、间接带动方圆 200
公里内的肉牛饲养业发展。

当前，我国畜牧业正处在深刻
转型期，加快向规模化、标准化、集
约化、产业化、设施化、品牌化方向
发展。作为畜牧大省，河南顺势而
为，整合畜牧产业资源，发挥产业
资源互补优势，转变畜牧业发展方
式，激活畜牧业发展活力，按照“全
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
要求，大力发展畜牧产业化集群，
不断提升畜牧业的质量和效益。

2012年，省畜牧局制订出台了

《河南省畜牧产业化集群建设规划
和实施方案》，计划到 2015年全省
建成年产值 20亿元以上的畜牧产
业化集群 71 个，并从中选取了 40
个畜牧产业化集群进行培育。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畜牧产业化集群一经诞
生，就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大地蓬
勃发展，并激活畜牧业发展一池春
水，推动河南畜牧业加快转型升
级。

以南阳牧原公司为龙头的生
猪产业化集群，近几年不断拉长产
业链条，先后开工建设了年加工 24
万吨饲料扩建项目、年出栏 80 万

头生猪产业化项目、24场年存栏 1
万头母猪饲养项目和 25场年出栏
5万头育肥猪饲养项目。

以信阳华英公司为龙头的肉
鸭产业化集群，拥有多个种鸭场，
126 个大型标准化商品禽养殖基
地、6条商品肉鸭屠宰加工生产线、
4 条商品肉鸡生产线、4 条熟食加
工生产线、7条饲料生产线、2条羽
绒加工生产线、1 条羽绒制品生产
线，全产业链式发展，真正做到把
肉鸭“吃干榨净”。

以郑州花花牛公司为龙头的
奶牛产业化集群，整个产业链包括
奶牛饲养、育种、技术培训、兽药生
产、饲料生产与供应、乳制品加工
销售等环节。集群覆盖区域由郑
州扩展到开封、新乡、平顶山、商丘
等市，带动能力日益凸显，影响力
越来越大。

围绕我省奶牛、肉牛、家禽等
优势项目，一个个畜牧产业化集群
加快了在省内的扩张步伐，新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2013年，得到省政
府认定的产业化集群就达 43个。

“畜牧产业化集群已成为我省
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极，实现科学发
展的突破口，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对实现我省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省畜牧局
局长宋虎振说。

今年，省畜牧局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战略部署，重点加快推进 40
个畜牧产业化集群培育——突出

发展现代肉牛产业化集群，打造豫
东、豫西、豫西南现代肉牛产业基
地，加快发展沿黄、豫东、豫西南等
现代乳品产业化集群，重点发展 15
个左右县域生猪产业化集群和 10
个左右县域家禽产业化集群，进一
步提升全省畜牧产业化质量和水
平。

目前，全省各地发展态势良好
的畜牧业产业化集群，正谱写着河
南农业产业化新的篇章。

龙头企业舞动中原

众品集团联合饲料公司、种猪
场、金融机构和养猪场户协作发
展 ，已 带 动 480 多 家 规 模 化 养 殖
场，年出栏生猪近 400 万头；雏鹰
集团建起了生猪屠宰加工厂，还在
郑州开办了 50个“雏牧香”生态肉
服务网点；正大集团在河南积极拓
展肉鸡、蛋鸡和生猪饲养，一条年
屠宰生猪 150 万头的生产线在洛
阳建成投产……

近年来，河南畜牧产业化集群
围绕龙头企业扩张，产业链条延
伸，生产要素集聚，呈现出强劲的
发展势头。

生猪方面，漯河双汇、许昌众
品、漯河雨润、郑州雏鹰、内乡牧原
等企业在河南的屠宰加工厂达到
21家，年屠宰加工生猪的能力达到
3000 万头。2013 年，双汇集团以
71 亿美元兼并世界最大生猪饲养
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集团，成为世界
领先的肉类供应商。被誉为“中国
养猪 A 股第一股”的雏鹰公司，去
年出栏生猪 169.5万头。牧原股份
2014年初成功在深圳中小板上市，
成为河南第二支养猪股，去年出栏
生猪 130 万头。众品公司是中国
食品行业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主
板上市的公司，在河南布局产业基
地 5 个，年加工生猪能力达 500 万
头。

肉牛方面，中原皓月、南阳科
尔沁、驻马店恒都、焦作伊赛、三门
峡尚正、洛阳伊众等一批现代肉牛
加工企业相继投产，扭转了我省过
去以活牛销售和简单宰杀处理后
供应市场的局面，开始向高档肉牛
生产和精深产品加工方向转变，成
为拉动我省肉牛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力量。目前，河南大型龙头企
业年屠宰加工能力达 90万头。

肉禽方面，大用集团、永达集
团、华英集团等禽类加工企业发展
势头强劲，禽肉加工能力达到 235
万吨。河南大用集团与美国福喜
集团合作在西华投资 25 亿元，建
设麦当劳熟食加工基地。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年屠宰肉鸡 1.2亿只加
工厂、年产 80 万吨饲料厂项目建
设，年出栏 2300 万只的商品鸡场
建设项目整体进度达 60%，完成投
资 15.8亿元。

奶业方面，济源伊利、焦作蒙
牛、洛阳巨尔、郑州花花牛、商丘科
迪、南阳三色鸽等乳制品加工企业
加快了项目建设步伐，仅郑州花花
牛、商丘科迪就新增乳制品加工能
力 80 万吨。2013 年底，金丝猴集
团与美国最大的巧克力制造企业
好时公司成功签约，计划投资 20
亿元发展乳制品、巧克力和奶糖产
品。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河南拥有
市级以上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 998
家，其中省级以上畜牧产业化龙头
企业 205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24家，
全省肉制品加工能力达 855万吨，
乳制品加工能力达 385万吨。全省
生猪、肉鸡、蛋鸡、奶牛规模饲养比
重分别达到 82%、97%、77%、87%。

在广袤的中原大地，龙头企业
以强大的辐射能力，正在给河南畜

牧业带来神奇的变化：在生产方式
上，从简单的粗放重量向数量质量
并重转变；在经营方式上，从分散
落后的经营向大型规模化方向转
变；在流通方式上，从产销各自为
战向产销一体化转变。

生态畜牧发展迅猛

碧水蓝天、清新空气，是人们
共同的追求。古老的中原大地，中
原儿女正齐心协力建设“美丽河
南”，共筑美好家园。

“建设美丽河南，必须以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引领畜牧业，坚持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
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
生态畜牧业发展。”宋虎振说。

生态循环是我省畜牧产业集
群建设的重要标准，也是畜牧产业
集群发展努力的方向。近年来，畜
牧产业化集群在生态循环发展方
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正
在推动河南畜牧业走向可持续发
展的新天地。

在河南瑞祥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记者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养猪
场：错落有致的猪舍、连成一片的
荷塘、绿意盎然的农业示范园，俨
然一幅生态养殖业图景。

瑞祥农牧公司年出栏生猪 10
万头，生猪粪便全部采用管道排放
进沼气池，沼气发电后通过干湿分
离，沼渣制成有机肥，沼液进行有
机莲藕生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
态产业链。

“事实证明，畜禽饲养粪污利
用不好是污染，利用好了是资源。”
瑞祥农牧公司董事长钮延军自豪
地说，目前以蓬勃发展的瑞祥公司
为龙头形成的舞钢市瑞祥生猪产
业化集群，正带动越来越多的当地
养殖户和农民走上致富路。

“养殖企业治理环境就是发展
自己”、“畜禽粪便是宝贵能源和廉
价资源”。在畜牧产业集群发展生
态循环的带动下，保护环境，发展
生态畜牧业在河南省养殖领域已
深入人心。

今年以来，河南按照现代畜牧
业发展的要求，出台多项政策和有
效措施，推动生态畜牧业加速发
展。推进漯河、平顶山 2个生态循
环畜牧业试验示范市和 200 个省
级生态畜牧业示范场建设，分类开
展畜禽粪污治理；狠抓 485个世行
贷款生态畜牧业项目质量与进度，
探索适合河南省情的生态标准化
养殖新模式；全面启动畜禽粪污等
农业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工
作；鼓励和支持新型畜牧业经营主
体 ，依 托 畜 产 品 生 产 基 地 发 展

“畜—沼—果”、“畜—沼—粮”、“畜—
沼—菜”等农牧结合循环发展模
式；抓好环保部、农业部确定的 33
家畜禽饲养污染防治重点项目，配
合发改委、环保等部门做好丹江口

库区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工作，为
一渠清水送北京“保驾护航”。

如今，一曲民富、景美、牛羊壮
的田园牧歌，正在黄淮海平原、在
大别山区、在太行怀抱唱响。

畜产品安全平稳向好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要用最严谨的
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人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作
为畜牧大省和畜产品调出大省，省
畜牧局把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核
心工作来抓，采取日常巡查、监测
监管，开展专项整治、严查严打等
措施，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畜产品
质量安全的“防火墙”。

最近两年，郑州市坚持以网格
化管理为载体，逐步形成“层层负
责、网格到底、责任到人、全员参
与、全面覆盖”的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有力保证了上市肉品的
质量安全。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涉
及千家万户，责任重大，我们要保
障群众餐桌上的安全，就必须要下
大力气干好自己的工作。”新密市
畜牧局局长张孟丽深有感触地说。

从今年农业部对河南大中城
市 4次畜产品例行监测，以及河南
组织的风险监测情况看，当前河南
畜产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呈现出
逐步向好趋势。

在河南持续发力打好畜产品
质量安全攻坚战过程中，畜牧产业
化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将率先建立
的全链条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努力成为全省畜产品质量的

“安全风向标”。
雏鹰农牧集团在农牧企业率

先设立“首席质量官”制度，对公司
上、中、下游各个环节进行严格考
核，做到把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
点落实到具体责任人。通过企业
严格的考核制度，做到从饲养到屠
宰、从分割到冷藏、从物流配送到
销售，每个环节都可安全查询，任
何一道环节出现问题，均可直接追
溯到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实现食品
安全的全过程可控。

雏鹰农牧集团董事长侯建芳
认为：“食品企业只有设立全产业
链，建立食品安全信息数据库，对
各环节全程追踪，才能确保产品的
安全。”

不仅雏鹰农牧集团，在河南重
点培育的 40个畜牧产业化集群内
的龙头企业，都在积极探索从源头
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畜产品质量安
全的方法和路径，致力于让消费者
吃上“放心肉”、喝上“放心奶”。

改革创新再添产业活力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先后实地调研“三农”工作，并
对做好“三农”工作，以及发展好畜
牧产业作出重要指示，为现代畜牧
业发展明确了定位、指明了方向。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全省畜牧部门正认真践行总坐
标、总思路、总方略，重新审视、评
估畜牧业发展思路和做法，重新对
畜牧业的作用进行再定位、对畜牧
业的思路进行再谋划，对现代畜牧
产业进行再提升。

按照“大农业结构向畜牧业调
整”的要求和“强猪、壮禽、扩牛、增
羊”发展方针，河南加快推动调整
畜禽生产结构的步伐。结合正在
实施的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区
和黄河滩区扶贫工程，按照产业为
基、就业为本、生计为先的要求，重
点研究制定黄河滩区绿色奶业发

展专项规划，努力打造黄河滩区全
链条、全循环的绿色奶业生产带；
加快研究扶持肉牛肉羊产业发展
实施意见，支持牛、羊等草食牲畜
发展。积极开发利用草山草坡资
源，推广农作物秸秆生物优化技
术，通过草食牲畜将秸秆饲草资源
转为优质畜产品，走节粮型畜牧业
发展道路。

按照“农村经济结构向农产品
加工业调整”的要求，河南精心扶
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拉长产业链
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引导大型企
业积极上市，参与世界经济循环。
围绕大型畜产品加工企业，大力发
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优质货源
基地。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
展订单生产，加强产销衔接，完善
产业链条。整合项目资金，创新金
融服务模式，加大对集群的扶持力
度，促进资源要素有效集聚。

推进畜牧业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激发畜牧业发展源源不断的活
力。扎实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畜禽屠宰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三项改革”。同时，创新
畜牧业投融资机制，缓解养殖企业
融资难问题；创新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机制，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创新农牧结合机制，实现生态循环
发展；创新畜禽保险机制，让养殖
场户更安心。

“我们将坚持集聚发展、集约
经营、产业融合、高效安全的发展
方向，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努力
把河南建设成为立足中部、辐射全
国、走向世界的优质安全畜产品核
心产区。”宋虎振说。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河南畜
牧工作者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
难而上的锐气、求真务实的作风，
不断积蓄能量，助推畜牧业展翅腾
飞，再攀新高峰。

严格的检测保证畜产品质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