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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动态

我省2015年畜牧业财政项目启动
固始县

畜牧业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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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

项目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申报，

申报项目的县（市、区）有一定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基础，能够在2015年11月

底前基本完成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和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体系建设。申

报项目的县（市、区）重视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工作，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申报项目的县（市、区）能够落实病死猪

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和育肥猪保险保费

补贴的地方配套资金。申报项目的县

（市、区）动物卫生监督力量能够满足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的需要。

建设内容

申报项目的县（市、区）要根据本地经

济基础、畜禽养殖量及养殖密度、养殖方

式等因素，选择采取不同的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建设内容应符合

以下要求：

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

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每个试

点县（市）在生猪养殖集中区域建设1~2

个无害化处理场。处理场应采用高温高

压化制或生物发酵的方式进行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

建立病死畜禽收集体系。根据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能力，科学测算无害化

处理场的辐射范围，在辐射范围内根据

生猪饲养情况科学设立病死畜禽集中收

集点，建设冷库、购置冰柜以及短途运输

设备等，建立完善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收集体系。

万头以上猪场自建或联建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设施。鼓励年出栏万头以上的

生猪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合作社），采

取自建或联建的方式，建设与生产规模相

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采用焚烧、高温

高压化制或生物发酵的方式进行病死猪

无害化处理。

积极探索总结病死畜禽登记、储存、

运输、无害化处理的运行管理机制，逐步

建立和完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

制。

补助环节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对无害

化处理设施设备、冷库冰柜等冷藏设施

设备和专用运输车辆购置进行补助。

立项程序和要求

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试点建设项目应按照《农业资源及生态

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豫财

农〔2014〕77号）执行。

每个省辖市（除济源市外）确定1个

试点项目县,2014年已实施过试点建设

项目的县（市、区）不得重复安排。

每个项目县（市、区）省级财政补助

50万元。

申报项目的县（市、区）要按要求编制

2015年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

制试点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省辖市畜牧部

门和财政部门按照程序审核确定。

4月20日，新蔡县供电公

司召开“低电压”情况预判分析

会，对农村用电需求进行分析，

研判变电站主变、配变和中低

压供电线路在高峰负荷期间负

荷承载能力，按照可能发生“低

电压”情况的严重程度，分“轻、

重、严重”三个等级开展预警，

标志着该公司“低电压”治理长

效运转机制已初步形成。

为确保“低电压”治理工

作扎实推进，该公司印发了农

村低电压常态化综合治理工作

方案，成立农村“低电压”常态

化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

部门依照公司管理模式，成立

“低电压”治理小组，明确相关

人员或班组的职责分工，确保

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着力提升

农村电网技术标准。通过缩短

供电半径、增大导线型号、配变

增容或分容改造、提高无功补

偿能力等建设方式，提升农村

电网供电能力。对户均供电容

量低于0.5千伏安、低压干线截

面低于 35 平方毫米，尤其线路

分段多、用户多、负荷重的台区

优先进行改造。积极采取调整

配变布点、配变增容、调整三相

不平衡负荷和配变分接头等措

施，改善电压质量，对于夏季、

春节时段性用电高峰，加强用

电需求侧管理，引导客户科学

用电、错峰用电。到2016年底

消除全县范围内现有 8.53万户

“低电压”用户。（葛军宋磊）

西峡县完成21座变电

站春季预防性试验

4月7日，西峡县供电公

司圆满完成全县21座变电

站的春季预防性试验工作，

共办理完结变电第一种工作

票78份，变电第二种工作票

28份，事故抢修单11份，线

路工作票16份，处理一般缺

陷112处，同时开关大修27

个，保障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常冉）

近日，记者从固始县畜牧

局获悉，该县去年又喜获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这已是该

县连续第八年获得此奖励。

固始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河南省畜牧业发展重点县、

人力资源大县，优质特色畜产

品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固

始县紧紧扭住畜牧养殖及加工

产业不放松，出台一揽子扶持

畜牧业开发举措，用政策激活

畜牧业带动力，全县畜牧业发

展保持强劲态势。

该县立足畜牧资源实际，

深挖畜牧产业中轴优势，上承

种植农业，下启食品工业，促进

农、林、牧、渔等产业大联合、大

循环、大发展。目前，该县新型

畜牧业发展模式多点开花，观

堂乡的“牧富万头生猪水产综

合养殖”，实现了“猪—沼—水

产”等链条的大联通。陈淋子

镇的“金凤凰”三高茶园鸡，不

仅比普通肉鸡价格高，且非常

抢手。

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对新

建的标准化豫南黑猪养殖场，

县财政每个给予 20 万元补

助。仅去年，该县在徐集、观

堂、李店等乡镇就新建3个万

头以上标准化豫南黑猪养殖

场。为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

和小反刍兽疫不利影响，争取

财政资金近800万元对龙头种

禽企业给予生产维持性补助，

保障了家禽业接力发展。

科技打造畜牧业驱动力。

该县与河南农业大学、郑州牧

业学院等科研院所加强紧密合

作，持续推进良种繁育体系和

良种推广体系建设，畜禽优质

率不断攀升。借力“阳光工

程”、“雨露计划”等，大力开展

农民科技培训，先后组织举办

各类畜牧技术培训班35期，培

训畜牧从业者4000余人。实

施豫南黑猪新品种、“三高青脚

黄鸡3号”配套系等科技成果

的转化，加快推广豫南黑猪、固

始鸡生态养殖、瘦肉型猪标准

化养殖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

为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提升

畜牧综合竞争力提供强大技术

支撑。

据了解，自去年到今年一

季度，全县投入到畜牧业的财

政奖补资金逾1000万元，带动

社会资本过亿元，实现肉类总

产量17.6万吨，禽蛋产量8.9万

吨，同比分别增长 4.8%和

3.6%，畜牧业总值达 39.6 亿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5%。

(本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丁昌铭祁传统)

自去年以来，沈丘县生猪

收购价一直处于时高时低的

“低谷”波动状态，生猪养殖户

在“猪贱亏损”中艰难度日。为

遏制辖区生猪养殖产业下滑势

头，该县采取三项措施，助力养

殖户走出“低谷”迎“暖春”。

由县畜牧局牵头，组织养

殖户进行学习培训，增强走出

“低谷”迎“暖春”的信心。引导

他们关注市场生猪行情和动

向，以及转变养殖方式，保证能

繁母猪数量，在市场行情好与

低谷时做好猪群调控，淘汰低

产和高龄母猪，引进优良品种，

推广安全可靠、合理经济的方

案，改进饲养方式，力求饲养效

益最大化，从而使生猪产业不

断持续健康发展。

争取邮政储蓄银行、农信

社等金融部门支持，进行雪中

送炭。为辖区养猪大户提供无

息贷款，排忧解难，增强养殖户

饲养信心和抵御风险能力。今

年1~4月初，该县已为47个生

猪养殖户发放小额贷款63笔，

金额274万元。

强化疫病防控，为生猪饲

养户建立档案。召开春季动物

防疫会议，全面部署春季动物

防疫工作，建立乡、村、组三级

动物防疫网格，明确各级网格

目标任务，实行网格化管理，向

养殖场户发放防疫明白纸800

余份。同时，对春季动物防疫

工作进行督查，消除隐患两

处。

（王向灵贾超）

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六大领域

日前，记者从省畜牧局官网获悉，今年省级

畜牧业财政专项资金已经下达，为确保该项目顺

利实施，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4月13日，河南

省畜牧局与省财政厅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实施

好2015年畜牧业财政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正式启动畜牧业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工作。

《通知》指出，今年畜牧业财政专项资金将

对畜牧业新技术推广、实施千万吨奶业跨越工

程、乳品加工企业喷粉、地方优良畜禽品种资源

保护及开发利用、新型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试

点建设、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试点建设

六个项目予以支持，并对这些项目的立项条件、

支持内容、立项程序等工作进行了明确。

《通知》要求，各地畜牧部门及财政部门要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项目实施方案，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分配资金，科学确定

项目，并于5月20日前以正式文件将资金分配

和项目安排情况报送省畜牧局备案。

项目将围绕我省现代畜牧业发展，以推行“畜禽良种化、

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处理无害化”为

重点，支持开展畜牧业先进实用技术的宣传培训和推广应

用，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水平，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保障

畜禽及其产品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立项条件

一是项目实施主体工作基础较好，具有开展技术培训和

推广应用的相关条件；二是推广应用的技术（或品种）与当地

畜牧业发展紧密结合，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综

合效益明显。

支持内容

重点支持畜禽标准化养殖、畜禽改良选育、饲料兽药畜产

品监测、动物卫生监督、秸草综合利用、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动

物疫病防控、畜牧业信息化管理等实用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

支持环节和支持对象

主要用于材料费、检验费、小型仪器设备设施购建费，良

种畜禽引进补助，推广服务、宣传培训、技术咨询等费用补助

以及与畜牧业新技术推广应用相关的其他支出。补助对象

为能够承担畜牧业技术推广任务的组织和经济实体，包括各

级畜牧技术推广机构、养殖企业（场）、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家

庭牧场等。

立项程序和要求

畜牧业新技术推广项目的立项程序，按照《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与技术推广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豫财农

〔2014〕168号）执行，每个项目补助资金额度不低于5万元。

2015年全省分南、中、北三个片区，分别委托驻马店市、

郑州市、鹤壁市组织执业兽医培训及考试工作，分别安排驻

马店市、郑州市、鹤壁市相关经费7万元、16万元、7万元。

为配合省级畜牧业信息管理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2015

年确定平顶山、鹤壁、濮阳、漯河、济源、汝州等6市为畜牧业信

息管理技术推广应用试点市，平顶山、鹤壁、濮阳、漯河等4市每

市用于畜牧业信息管理技术推广应用的补助资金不少于20万

元，济源、汝州2市不少于10万元。

此项目包含五个方面，具体为：

一、奶牛核心育种场创建项
目。由沿黄区域的郑州、开封、洛阳、

新乡、焦作、济源、濮阳、三门峡等8个

省辖市分别创建一个奶牛核心育种

场。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购买高产奶牛

冻精和推广胚胎移植技术，项目资金

不能用于土建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奶牛性控冻精推广应用
项目。由省种牛遗传性能测定中心（省

鼎元种牛育种有限公司）、洛阳市洛瑞牧

业有限公司承担，2015年各自完成奶牛

性控冻精推广应用1万支的任务,每支

130元，省级财政补助100元，性控冻精

使用场（户）承担30元。

三、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项
目。由省种牛遗传性能测定中心承担，

2015年完成1.43万头奶牛生产性能测

定任务，购置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设备一

套。

四、奶牛单产提升行动项
目。由省郑州种畜场（省奶业人才孵化

中心）承担，主要开展单产提升行动，组

织技术培训交流、现场观摩、单产评比等

活动。重点选择100家单产7吨以上的

奶牛场，进行培训和指导。

五、生鲜乳运输车辆实时监
控项目。由省畜牧局统一组织，对全

省所有生鲜乳运输车辆购置安装实时监

控设备，并建成监控信息接收控制系统。

支持内容

本着“重要资源重点保护、重要项目

重点支持”以及按轻重缓急分批实施的

原则，2015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我

省重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项

目。

支持环节

制定保护利用规划，完善基础设施

等，运用保种场、保种区以及冻精、胚胎、

体细胞等现代生物技术，对重要、珍稀、

濒危地方畜禽品种实施重点保护；实施

畜禽资源保种选育，对新发现资源进行

调查研究和提纯复壮，培育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新要求的畜禽新品种（系）；开展

资源的种质特性研究，以及保种、育种、

繁育技术研究推广，提高资源研究利用

水平；扶持资源的产业化利用，促进地方

优良畜禽品种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开展技术培训，依法加强资源管理。

立项条件

项目实施单位应为取得地方品种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种场、家畜家

禽基因库、种畜禽性能测定机构，以及组

织实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及其技术推广

的市县畜牧技术推广部门、从事畜禽资

源生物技术研究的单位。

立项程序和要求

地方优良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及开发

利用项目要按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豫财农

〔2014〕77号）执行。

按照《通知》确定的项目重点支持内

容和相关要求择优确定支持项目，每个

项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少于10万元。

申报畜禽品种资源保护项目应附畜

禽保种方案。原种场需提供种畜禽生产

经营证；市县畜牧技术推广部门应明确

资源保护区地点、面积和保种群数量；实

施生物技术保种，应明确保护品种的资

源名称、遗传物质类型、数量。

申报选种育种及新发现资源提纯复

壮项目，应附育种或提纯复壮方案。要

有一定规模的种群，并已取得一定项目

进展，提供年度工作计划。

申报资源的种质特性研究及保种、

育种、繁育技术研究推广项目应附研究

利用方案，提供能够完成项目的单位、人

员技术水平证明材料。

申报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应附资源开

发利用推广方案。提供项目已取得一定

成效，并在促进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中发

挥积极带动作用的证明材料。

支持内容

今年重点支持洛阳市、安阳市、汝州市、林州市、浚县等

5个县（市）开展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创建活动，通过

改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基础设施、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

度、进行技术培训和服务，不断规范合作社建设，使之成为

引领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支持环节

省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改造完善合作组织养殖场区的

道路、供水供电、地磅等公用基础设施，购置饲料加工、人工

授精、疫苗冻精贮存等配套生产设施设备，配备开展技术培

训所需的影音设备，购买法律法规手册、科普图书、科教光

碟、技术资料，制定各项生产标准和管理制度，开展技术培

训和技术服务等。

有关要求

创建后的畜牧专业合作组织应达到以下标准：依法登

记注册，相关证照齐全，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专职工作人

员；产权关系明确，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组织机构运转有效，

管理公开透明，社员总体收益较好；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规

范，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成员账户完备并依法进

行盈余分配；基础设施完善，经常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工

作，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较强的带动能力，与社员在市场信

息、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产品营销等方面具有稳定的服务

关系；按时报送年度报告，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没有发

生重大生产安全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沈丘县

助生猪养殖户走出低谷

新蔡县供电公司
“低电压”治理常态化

畜牧业新技术推广
专项资金项目

1

新型畜牧业生产经营
主体试点建设项目

2

实施千万吨奶业跨越工程
专项资金（公益部分）项目

4

3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长效机制试点建设项目

6

地方优良畜禽品种
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项目

5

严格按照《河南省畜牧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乳品加

工企业喷粉实行临时补贴的通知》（豫牧计〔2015〕9号）要

求，做好喷粉情况统计审核工作，补贴期满后对补贴资金进

行据实结算。

乳品加工企业
喷粉补贴项目

畜牧业畜牧业
新技术推广新技术推广

乳品加工乳品加工
企业喷粉企业喷粉

财
政

补
贴

财
政

补
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