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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平台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陈辉孙高成

生猪
每头能繁母猪年补贴40元

今年，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

以往的项目县（市、区）及补贴任务作出相应

调整，调整后，我省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县确定

为47个，分别为西华、正阳、鄢陵、平舆、固始、

济源、商水、林州、遂平、中牟、柘城、潢川、新

郑、武陟、卫辉、内乡、偃师、祥符区、尉氏、辉

县、临颍、禹州、通许、淮阳、汝州、浚县、汝南、

舞阳、方城、郾城区、许昌县、太康、确山、滑

县、唐河、邓州、南乐、渑池、平桥区、卧龙区、

襄城、伊川、杞县、新蔡、睢阳区、永城、上蔡。

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6080万元，

对47个项目县152万头能繁母猪使用良种

精液进行人工授精配种给予补贴。补贴标

准是每头能繁母猪每年使用4份精液，每份

精液补贴10元。补贴对象为项目区内使用

良种猪精液开展猪人工授精的母猪养殖场

（小区、户）。

方案要求，供种猪场必须是取得省级以

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一级以上种猪

场，或参加全省种猪联合育种的种猪场。供

精单位除应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种

公猪存栏30头以上、至少有一名获得国家资

格认定的技术人员外，应优先选择独立建站，

有必备的精液生产、检测、保存和运输设施且

管理规范，种畜系谱档案齐全的站（场）。

在种公猪品种和质量方面，今年的采精

公猪品种必须为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

夏猪等国家批准的引进品种以及培育品种

（配套系）和地方品种（豫南黑猪和淮南猪、

南阳黑猪、确山黑猪等）。同时种公猪必须

符合本品种外貌特征，健康状况良好，耳号

清楚可辨，系谱清楚，档案记录齐全，综合评

定等级优秀。另外，种公猪应来源于项目供

种猪场，由县级畜牧部门鉴定认可并向社会

公布，并报省畜牧局备案。

牛
每头能繁奶牛年补贴30元
每头能繁母牛年补贴10元

今年，为加快提高奶牛养殖场户使用良

种冻精的积极性，加速奶牛品种改良，除继

续对奶用能繁母牛和肉用能繁母牛进行补

贴外，还探索对奶牛胚胎进行试点补贴。

奶牛、肉牛品种改良补贴对象为全省36

万头能繁荷斯坦奶牛，信阳市2万头能繁奶

水牛，新野、渑池等8个县7万头能繁肉用母

牛。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荷斯坦奶牛每年

使用2剂冻精，每剂冻精补贴15元；每头能

繁奶水牛每年使用3剂冻精，每剂冻精补贴

10元；每头能繁母牛每年使用2剂冻精，每

剂冻精补贴5元。

此外，今年开始试点对河南省鼎元种牛

育种有限公司引进荷斯坦牛种用胚胎进行

补贴，引进500枚，每枚胚胎中央财政补贴

5000元。

方案明确，奶水牛应选择人工授精技术

推广率高、项目基础条件较好、存栏能繁母

牛4000头以上的县（市、区），整县推进。肉

牛可从《全国肉牛优势区域规划（2008-

2015年）》、《河南省现代畜牧产业发展规划》

和《河南省优质高档牛肉生产开发指导意

见》的优势县中，选择肉牛人工授精技术推

广率较高、存栏能繁母牛3万头以上的县

（市、区），整县推进。同时，对全省36万头能

繁荷斯坦奶牛实行良种冻精补贴。

羊
购买绵羊、山羊种公羊，每只补

贴800元

今年我省共对23个项目县内符合条件

的养殖场户所购买的1500只种公羊实施良

种补贴。这23个项目县为滑县、内黄、沈丘、

固始、泌阳、浚县、范县、台前、郸城、禹州、鲁

山、淇县、西华、宜阳、嵩县、遂平、确山、平

舆、濮阳、宁陵、民权、唐河、登封。

项目县内只要存栏能繁母羊在30只以

上的养殖场户均可享受补贴，其购买国家批

准引进、自主培育或地方优良的绵羊种公

羊、山羊种公羊，每只一次性补贴800元。

每个项目县采购种公羊数量不得少于50

只，先购先补，补完为止。

种羊场应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基础设施完善，饲养管理规范，防疫措施健

全；种公羊必须达1岁以上，符合特级或一级

标准，系谱清楚，档案齐全，佩戴耳标，具有

种畜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证明。

符合条件的种羊场经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畜牧主管部门审核后，将种羊场基本情

况信息、基础母羊群规模、可提供种公羊品

种和数量等资料，汇总后上报至省畜牧总

站。畜牧局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组织专家

组，对申报供种羊场进行现场评定，并对评

定合格供种羊场符合供种条件种公羊进行

现场鉴定，公布入选的种羊场名单及种公羊

耳号；项目县畜牧部门统一组织采购种公

羊，签订采购合同。

4月3日，记者从河南省豫大动物研究

所获悉，由该所主办的第四期猪病实战技

术培训班将于4月16日在郑州开课。

据了解，本次培训共计6天，由从事兽

医临床工作近50年的兽医专家芦惟本授

课。授课内容将从临床实际出发，采取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重点讲授如何观察猪群、临

床诊断技巧、剖检诊断要点和猪场用药原

则。培训对象主要面对饲料厂、兽药厂、猪

场的技术人员，以及取得执业兽医资格和正

在从事兽药营销、兽医技术服务的技术人

员。（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孙高成）

4月5日，记者从河南现代农牧（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3月28日起，该公

司面向社会招募100名“魔幻1顶10”新型

小麦型预混料体验客户。

“魔幻1顶10”新型小麦型预混料是河

南现代农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新近研发

的蛋鸡系列饲料产品。据该公司负责人介

绍，养鸡场选用“魔幻1顶10”，无需改变原

有饲料方案，仅需在原有每吨全价饲料中

添加该产品5公斤即可达到日节粮15%的

效果。

先行体验者可订购600公斤产品，并

能免费享有一年的抗体检测服务。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孙高成）

4月2日，记者从省家禽业协会获悉，

第27届河南畜牧业交易会将于9月18日

～20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规划室内外展览

面积4万平方米，不设立普通标准展位，全

力打造特装展位和异型简装展位，预设展

位2000个。展出内容涵盖种畜禽、饲料、

兽药、牧草种子、养殖设备、环境处理设备、

饲料加工设备、兽药生产设备、化验检测仪

器、兽医器械、动物疫病监测设备以及畜产

品加工设备和包装机械。同时，组织开展

招商引资、高峰论坛、种猪拍卖、人才招聘、

评先表彰等活动。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孙高成）

今年，全省1.8万亩苜蓿将获得

1080万元补助。日前，省畜牧局与

省财政厅联合制订的《河南省2015

年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实施

方案》出台。

据了解，该项目以黄河滩区为

重点，兼顾奶牛主产区，对集中连片

3000亩以上的苜蓿种植户予以财

政补助。每亩补助600元，全省共

补助1.8万亩。项目立项后，财政先

期拨付50%。验收合格后，财政再

拨付剩余的50%。对验收不合格又

整改不到位的，追回预先拨付的补

助资金。

凡2014年 4月 1日前成立的

农民饲草专业生产合作社和奶农

专业生产合作社，具有A级及以上

资信等级(未申请过银行贷款的企

业除外)且注册资本在200万元及

以上的苜蓿草生产加工企业，存栏

300头奶牛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

殖企业(场)，均可申请补助（2014

年享受过苜蓿种植补贴的面积除

外）。

项目建成后，示范片区旱作条

件下、灌溉条件下，每亩苜蓿年产

量可分别超过400公斤和 800公

斤。苜蓿草品质达国家标准2级以

上，粗蛋白含量可超过18%，相对

饲用价值可超过125%。饲喂示范

片区苜蓿的奶牛所产生鲜乳乳蛋

白含量可超过3%，乳脂肪可超过

3.5%。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孙高成）

近日，我国饲料质量安全管

理规范示范企业验收工作正式启

动。

为贯彻落实《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管理条例》，依法推进饲料质量安

全管理规范，树立饲料企业质量安

全管理标杆，今年农业部继续组织

开展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

业（以下简称示范企业）验收工作。

活动自3月1日开始，于12月31日

结束。

据了解，示范企业验收遵循企

业自愿原则，凡有意参加的饲料生

产企业，须先向省级饲料管理部门

申请初审，初审合格后再向农业部

畜牧业司申请验收。畜牧业司收

到申请后，组织成立专家组开展现

场验收工作，核查专家组意见及验

收工作报告，确定示范企业并予公

布。

公告要求每省申请验收批次不

超过2批，每批申请验收的企业数量

不超过4家。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孙高成）

沈丘县牢固树立“动物防疫无

小事”的大局观念，按照“政府保密

度，部门保质量”的要求，坚持“五统

一、五不漏、五到位”，做到“应免尽

免，不留空当”，实现了春季动物防

疫全覆盖。

为加强防疫体系建设，该县制

定了《沈丘县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考核奖惩办法》，建立健全了

《动物防疫奖惩考核制度》，严肃动

物检疫及防疫规程和纪律。严禁只

收费不检疫、严禁不检疫就出证、严

禁重复检疫收费、严禁倒卖动物卫

生证章标志、严禁不按规定实施饲

料兽药质量监测、严禁发现违法行

为不查处等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并

严肃在春防过程中弄虚作假和向畜

主违规收费的现象。

该县畜牧局完善应急预案体

系，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人

员到位、联络通畅、反应迅速。完善

疫苗管理制度，建立和规范疫苗领

用发放台账，强化疫苗的运输、调

运、储存、发放和使用，确保疫苗的

有效性。

同时，加强督查工作，现场考

核。选派考核小组，每个村级防疫员

随机抽一个所包的村，查看免疫档

案、免疫证和免疫耳标，询问畜主免

疫的品种和次数等；根据所掌握的养

殖台账，每个乡镇办事处抽10~20

个养殖场户进行电话回访，以确定现

场考核的准确性；按照每个防疫员所

分包的行政村进行抗体监测，了解防

疫质量，最后综合三项指标对每个防

疫员、22个乡镇办事处防疫工作进

行评定，确立是否达标。

目前，全县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正紧张有序进行，秩序井然。

（王向灵贾超）

▲4月7日，固始县畜禽防疫站医生（中）在县锦绣园养鸡专

业合作社为蛋鸡注射疫苗。为确保全县2900家千只以上规模的

养鸡场无疫情发生，入春以来，该县组织县乡两级160名防疫员分

片包干，到全县33个乡镇（办事处）各养鸡场（合作社）逐一对蛋

鸡、雏鸡进行疫苗接种，受到欢迎。 丁昌铭祁传统摄

▶4月7日，荣获2014年度“河南最美村官”的商水县邓城镇

大学生“村官”张耀（左二）在向镇领导介绍养殖合作社发展情

况。2012年以来，张耀相继创办了养羊场和成立了商水县星火牧

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提供种羊和免费技术、统一防疫等措

施帮助杨湾、杨河、后史等10个村的群众发家致富。目前，该合作

社成员已发展到70户，存栏羊4000多只。 乔连军摄

据资料显示，鸡蛋中的卵磷脂、甘油三

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可避免老年人的智力

衰退,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鸡蛋中的

蛋白质可修复肝脏组织损伤，促进肝细胞再

生,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肌体代谢功

能和免疫功能。鸡蛋中的维生素B2可分解

和氧化人体内致癌物质。

然而，由于商家对“品牌鸡蛋”的炒作，具

有同等功效的普通鸡蛋渐渐被人们所漠视。

说起“品牌鸡蛋”,消费者都不会感到陌

生，很多人还会列举一二。例如，百年栗园

有机鸡蛋、古德曼乌鸡蛋、荆江柴鸡蛋、青山

绿水柴鸡蛋……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但记者从未见过能用事实数据或实例

证明“品牌鸡蛋”与众不同的。反而，对“品

牌鸡蛋”产生非议的却不少。

漯河祥成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义军，

多年来一直从事蛋鸡饲养和鸡蛋营销。现

存栏土蛋鸡1万羽，普通商品蛋鸡4万羽，蛋

品远销武汉和广州。

王义军说，目前市场上所售“品牌鸡

蛋”，其包装平均到每个鸡蛋不会低于0.2

元。加上长途运输和多层销售环节加利，其

销售成本不得不再度加大。

为把“品牌鸡蛋”销售出去，商家就大肆

宣传其功效和安全性，变相诋毁市场上正常

出售的鸡蛋品质，进而影响到人们对鸡蛋的

正常消费。

其实，买“品牌鸡蛋”者多是为了送礼，

收礼的也往往舍不得消受。这样，“品牌鸡

蛋”就转来转去，直至变得不新鲜，甚至变成

臭蛋。

如此一来，“品牌鸡蛋”不仅贬低了自身

价值，还制约了蛋鸡行业的健康发展。

王义军进一步告诉记者，只要能正常产

蛋，说明鸡都是健康的。反之，病鸡会产出

残次蛋。比方说鸡一旦患了禽流感，也就不

会产蛋了。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鸡蛋是很安全的，

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虽然如此，但消费者并不知情。

记者从一份2013年的《消费者鸡蛋购

买行为调查报告》中了解到，食用普通鸡蛋、

草鸡蛋、营养鸡蛋以及其他种类鸡蛋的人群

分别占40.9%、27.3%、31.9%和7.5%。其

中，认为普通鸡蛋、草鸡蛋、营养鸡蛋产品质

量好的分别为43.75%、78.56%和75%。消

费者认知鸡蛋品质的方式，主要来自产品包

装和厂商的宣传。

业内人士指出，“品牌鸡蛋”是生产出来

的，绝非包装出来的。“品牌鸡蛋”误导消费

的行为应该终结，让鸡蛋真正成为人们的日

常食用品。同时，鸡蛋包装要简单化，销售

要本地化，定位要社区化，使消费者能够享

用到新鲜、价廉的蛋品。

2015年河南省畜牧良种补贴方案出炉

7660万元支持猪牛羊发展
4月7日，记者从省畜牧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全省畜牧品种改良，促进畜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省畜牧局、省财政厅近

日联合出台了2015年畜牧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今年，我省将有152万头生猪、38万头奶用能繁母牛、7万头肉用能繁母
牛、500枚荷斯坦牛种用胚胎和1500只种公羊得到补贴，补贴金额分别为6080万、1140万、70万、250万和120万元。

我省苜蓿项目
获补1080万元

饲料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验收启动

市县动态

沈丘县

春季动物防疫实现全覆盖

记者观察

鸡蛋营销亟待回归理性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孙高成

4月
猪病实战技术培训开班

100名
现代农牧招体验客户

9月
河南畜牧交易会举办

遗失声明
李聪林，土地证号：郑国用（2005）字

第MS5021号。该证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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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了新常态。在
新的历史时期，需要
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
辟新途径，在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
突破。

就畜牧产业而言，
我省具有夯实的发展
基础，但也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为了更好地
推动河南畜牧业现代

化进程，从今天起，河
南日报农村版将与河
南省畜牧局联合打造
《现代畜牧》版，适时为
您刊发我省畜牧业政
务信息、市县动态、企
业风貌、商贸资讯、热
点关注、专家访谈、畜
牧咨询等信息。

欢迎广大读者积
极建言建议和提供采
访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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