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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开的2015年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上，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15-2024)》，对我国未来10年的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贸易走势进行了展望。今天本报撷取其中有关
畜牧方面的6种产品作以介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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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所三天两头来检查我

们的线路，有时遇上生意忙，他

们还主动上门收电费，服务真是

太棒了。”4月24日，在确山县天

目山“十里画廊”开“农家乐”的

小商户陈胜利欣慰地说。

确山是红色旅游和绿色旅

游大县，随着“五一”旅游旺季的

即将来到，国网确山县供电公司

积极组织开展供电线路巡查、设

备检修维护、安全用电宣传等供

电优质服务，助推确山“农家乐”

特色产业发展。

在天目山附近经营“农家

乐”的陈芝培说，前段时间，因为

内部故障导致停电，当时一个数

十人的旅游团正在用餐，这一下

可急坏了他们，赶紧打电话向瓦

岗供电所求助，抢修电工仅用30

分钟时间排除了用电故障。

为给“农家乐”的特色产业

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确

山公司积极组织服务小分队，

进驻“农家乐”，把“农家乐”列

为安全用电的服务对象。排查

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各处“农家

乐”用电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

查，同时在显著处粘贴服务信

息，并附上服务人员名片，确保

“农家乐”在发生用电故障时能

第一时间得到维修。

（夏拥丽）

辉县市国税局举办“廉政清

风”书法笔会

近日，辉县市国税局举办

“廉政清风”书法笔会，该局书法

协会成员和书法爱好者参加了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共书写廉

政书法二十余幅，获众人纷纷围

观点评。活动丰富了干部职工

的文化生活，也是一次潜移默化

的廉政教育。（赵国红韩志明）

中国饲料工业已跨过快速增长期，进入

成熟期，“饱和式增长”或将成为未来10年中

国饲料市场的主基调。

未来，中国饲料产量将缓慢增长。展望

期间年均增长率预计为1.5%，显著低于过去

10年7.3%的年均增速。

中国饲料消费将稳步增长。饲料转化

率的提高以及畜牧饲养结构的变化，会在一

定程度上节约饲料消耗；同时，随着经济增长

速度的调整，中国工业化饲料结余量在展望

期间总体呈上升态势。

未来10年，受资源约束、人工成本、物价水

平等支撑上涨因素影响，中国饲料产品成本持

续上涨可能性较大，从而带动中国饲料产品价

格将温和上涨。饲料产业发展将受多重因素

影响，如经济新常态将对饲料工业利润产生挤

压，饲料粮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突发事件及

非传统风险因素冲击等。（本报记者陈辉整理）

报告预计，未来10年中国猪肉产量占

肉类产量比重将从2014年的66.4%降至

2024年的64.9%，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

养殖户将成为生猪养殖的主导，到2024年

其出栏比重将会达60%以上。

报告预测，未来10年猪肉消费量和人

均占有量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1.3%和

0.8%。生猪和猪肉价格将在震荡中上涨，

受规模化水平提高的影响，波动幅度将会

显著减缓。

国际贸易方面，猪肉仍将保持一定进

口量，预计净进口量将由2014年的34万吨

提高至2024年70万吨左右；出口方面，猪

肉出口量将稳中有增，2024年预计在30万

吨左右。

报告预测，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

大背景下，禽肉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将是产

业健康发展和适应以需求为导向新形势的

重要保障。未来10年，中国禽肉生产和消

费增速都将逐渐放缓，进口平稳，禽肉市场

将继续保持供需平衡格局。

报告认为，未来10年禽肉产量年均增

速将下降为1.9%，比过去10年降低1.5个

百分点。禽肉产业生产方式将加快转变，

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显著

提高。未来肉禽企业将更加注重品牌化发

展，开发多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

发展，禽肉消费将继续增加。2024年人均

占有量有望达到14.6公斤，年均增长1.3%，

比过去10年的年均增速下降1.6个百分点。

未来10年，预计中国的禽肉贸易将继

续平稳发展，到2024年进口规模将保持在

60万吨以内，出口有扩大的可能，特别是对

中亚地区的出口量会小幅增加。

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牛羊

肉生产将稳步增长。预计2024年牛肉产量

达828万吨左右，年均增长1.9%；羊肉产量

达548万吨左右，年均增长2.5%。

未来中国牛羊肉消费继续增加，特别是少

数民族地区消费呈刚性增长。预计2024年牛

肉、羊肉消费量分别为877万吨和577万吨，比

2014年分别增长22.3%和26.8%。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选择多元化，

预期牛羊肉消费增速将下降。预计未来10

年中国牛羊肉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0%和2.4%，均低于过去10年。

报告指出，未来10年，中国牛羊肉供需矛

盾依然存在，牛羊肉仍将处于供给偏紧状态，

受此影响，牛羊肉价格将高位运行，不排除有

继续上涨的可能，但涨幅趋缓。另外，牛羊肉

供需水平还受疫情、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政策

等影响，国内阶段性、区域性供需不平衡。

报告预测，未来10年，中国禽蛋生产将

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产量稳步增加，增速

有所放缓，禽蛋消费稳步增长，价格波动上

涨，进出口贸易基本稳定；成本波动、政策变

化、科技创新进程、风险规避手段等不确定性

依旧存在。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禽蛋生产国，占

世界禽蛋产量的40%左右。未来10年，受益

于家禽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中国禽蛋产量将

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受环境保护、市

场发展等因素制约，小规模养殖户加速退出，

蛋鸡养殖规模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禽蛋产

量增速将放缓。禽蛋消费将继续保持稳步增

长，2024年为3195.8万吨，展望期内年均增

速1.0%。

禽蛋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格局。出口量

10万吨左右，出口市场仍以周边国家和地区

为主。

报告指出，家禽生产资源环境、相关产业

政策、科技水平、家禽饲养风险等不确定性因

素可能影响禽蛋产业发展。

中国是奶业生产和进口大国，奶产量

居世界第三位，奶制品进口量居世界首

位。未来10年，随着畜禽规模化养殖的推

进，中国奶牛养殖进入关键转型期，规模

化程度将继续较快提升，直接推动中国奶

牛单产水平的提高。展望期间，中国每头

奶牛年产奶量将提高0.9吨，2024年达到

6.5吨。

得益于单产水平的提升，中国奶类产量

将继续增加。预计2024年达到4760万吨，

展望期内平均增速为2.0%左右。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

发展及学生饮用奶计划等推进，奶制品消费

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城乡居民人

均奶制品消费量（含乳饮料、冰淇淋、蛋糕等

食品中奶制品消费量）继续增加，2024年或

将达到39.56公斤，年均增速为2.2%。

由于国内供需缺口长期存在，且呈明显

扩大趋势，长期看奶制品进口量总体上仍将

继续增加，鲜奶将是增长最快的奶制品。

未来的奶制品市场发展仍然受许多不

确定性因素影响。未来10年，中国生育政

策如何调整将直接影响新生婴儿数量，欧盟

生产配额制取消可能改变世界奶制品供应

格局，中国—澳大利亚新自由贸易协定、俄

罗斯进口禁令取消等因素都影响未来奶制

品市场。

4月22日，商

丘市梁园区水池

铺乡刘庄村青年

妇女侯兰英在观

察獭兔崽子发育

情况。近年来，侯

兰英靠饲养獭兔

蹚出一条致富路，

目前，她的獭兔场

占地面积达 1500

平方米，存栏獭兔

5000 只。一只獭

兔幼崽，饲养三个

月便可出售，可获

纯 收 入 12 元 左

右，她靠卖兔一

项，年纯收入6万

多元。

史素霞摄

在商水县化河乡高老村，坐落着一个占

地70余亩的现代化规模养殖场，大门两侧分

别悬挂着“周口市品种羊繁育基地”、“商水县

开泰生态农牧专业合作社”两块标牌，一排排

标准化养殖棚宽敞明亮，棚与棚之间的牧草

郁郁葱葱，一派盎然生机。

近日，记者慕名来到该基地采访，发

现这里绝非一般养殖场可比。办公区里，

草料加工间、青储草料池、人员通道消毒

间、档案室、医药室、配电房、饲料间、药浴

池、污水处理池等现代化养殖设施应有尽

有；养殖区里，标准化羊舍干净整洁,一只

只膘肥体壮的小尾寒羊在离地近一米高

的竹片床上睡得正香，羊舍里一点臭味都

闻不到。

“这采用的是高床养羊技术，羊睡在这样

的‘竹片床’上，最大的好处就是干净，因为竹

片之间有缝隙，羊粪直接掉到床下，再加上羊

吃草和睡觉专门分开，一点也不污染羊床，这

都是按标准化舍饲山羊的生产工艺自行设计

的。”养殖场老板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老板名叫李建，今年35岁，项城市孙店

乡人。前几年，他在周口建筑市场打拼，积累

了再扩大经营的资本。他观察发现，近些年

来，羊肉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而且养羊饲料

成本低廉、风险小，政府又十分关注和支持养

殖业发展，所以他决定从建筑业分身建立基

地发展养羊业。

为选择一个好场址，2014年初，他考察

了周口周边好几个乡镇，最终与交通位置优

越、发展环境良好的化河乡“联姻”。他投资

500多万元，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70余亩，注册成立了集种羊、肉羊畜牧养殖、

牧草农业种植以及技术跟踪于一体的“商水

县开泰生态农牧专业合作社”。

李建在养羊方面很有一套，他从周口市

畜牧局聘请权威专家担任疾病防控技术顾

问，定期进行圈舍消毒，注射疫苗，做到防病

不见病；聘请5名具有兽医畜牧职称的饲养

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化的生产管理，为每只羊

建立生长档案，在档案里标记清楚每只羊的

父母是谁，避免近亲繁殖；饲料就地取材，收

购农民的玉米秸秆、红薯秧、花生秧等加工

成青贮饲料，饲喂时再配上少许精饲料，羊

爱吃、上膘快、出栏早，且肉质好、销路广。

这样他饲养一只羊一年能得到1000多元的

回报。

谈到未来的发展，李建踌躇满志：一是在

目前存栏1500多只的基础上再发展1500

只，主攻品种选育与扩繁，大力开展杂交改

良，实施当年产羔当年育肥出栏，为周口广大

养羊户提供更为优良的种羊和养殖技术交流

平台，把基地真正打造成为周口养羊业的“航

母”；二是以基地为龙头，采取“基地+农户”

养殖模式，优先为化河乡群众免费提供母羊，

繁殖后按比例分成，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

把化河乡打造成商水县“养羊第一乡”，带动

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

4月27日，位于固始县杨集乡八庙村的固始县常兴旺生态养殖合作

社社员马晓楠正在排涝渠边草地上放羊。眼下，正是“绿树遮天、青草遍

地”的黄金时节，该县800多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存栏的10万只“波尔山种

羊”每天遍布在全县山野上、荒滩里、渠塘边等地尽情地啃食着青草,只只

膘肥体壮，为繁育羊崽打下了好基础。 丁昌铭 祁传统摄

咨询人：王海峰

联系电话：135****2132

联系地址：周口市川汇区

咨询内容：本人大学毕业后回

乡创业养牛多年，养殖基础母牛和

种公牛近30头。获悉国家对肉牛

有相关补助政策，请问我能否获得

国家补助？

省畜牧局回复：目前，国家对养

牛方面的专项补助政策主要是肉牛

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项目，重点在全

省30个县（市）作为项目县（包括周

口市沈丘县和太康县）和全省肉牛

基础母牛存栏500头以上的养殖场

实施；补助对象是在项目县内，肉牛

基础母牛存栏10头以上的养殖场、

养殖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若

您的肉牛基础母牛存栏未达500头

以上，且不在30个项目县内，就不

能享受补助政策。

消费增速放缓
供需趋于平稳

禽肉

规模化生产发力
市场保持供需平衡

饲料

“饱和式增长”成为市场主基调

奶制品

生产稳步发展产需缺口继续扩大

牛羊肉

消费继续增长供需总体偏紧

禽蛋

产量增速放缓消费稳步增长

商水县李建：打造周口养羊业“航母”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张长河 窦巍

确山县供电公司：优质服务乐“农家”

畜牧咨询

咨询人：翟合友

联系电话：151****8158

联系地址：兰考县董庄村

咨询内容：看政策说养殖肉羊年

出栏300~1000只的羊场，给予补贴

25万元，可是咨询我们这里却说没有

补贴，请问应该如何才能申请补贴？

省畜牧局回复：您提到的对“养

殖肉羊年出栏300~3000只的羊

场，给予补贴25万元”应该指的是

2014年的畜禽标准化健康养殖项

目。但该项目不是普惠制，即不是

达到这一养殖规模就一定能享受到

补贴，需要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进

行申报，申报截止日期为2014年

11月30日，逾期不能申报。截至目

前，2015年该项目尚未实施。

您可关注河南省畜牧局官方

网站（http://www.hnxmy.gov.

cn/）公告公示栏目，留意最新畜牧

业扶持政策信息，如符合条件，可

按程序申报。

我能获得肉牛补助吗？

养羊补贴如何申请？

近日，记者从河南豫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获悉，该公司动物尸体无害化生物降

解设备获国家专利，并正式向全国招商。

据了解，豫郑科技公司主要从事动物

尸体无害化生物降解设备、微生物肥料的

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

为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其所开发出的

动物尸体无害化生物降解设备，经撕切、高

温蒸煮、生物降解，可将动物尸体分解成有

机肥料；处理过程系全自动化运行，而且占

地少、投资小，最终产物可再生利用。

目前，豫郑科技公司产品可满足不同

类型养殖场、屠宰场、肉食品加工厂、动物医

院、动物实验室、动物检验检疫机构、动物驯

养基地等场所的发展需要。

（本报记者 孙高成）

商贸资讯

豫郑科技公司

动物尸体无害化
处理设备获专利

称重、拍照、签字、无害化处理

等，并按照育肥猪保险政策兑现保

险金额200元。这是近日在民权

县麒云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场上演

的一幕。

据了解，民权县是我省生猪养

殖大县，2014 年出栏生猪 52 万

头。为有效减轻养殖户受自然灾

害和动物疫病等因素影响，今年，

该县首次正式启动育肥猪保险项

目，县畜牧局与保险公司就育肥猪

保险政策联合印制宣传资料，并深

入辖区养殖场进行现场宣传讲

解。在近一个月时间里，该县十多

家生猪养殖场户积极投保，投保数

量共计3.5万头，其中两家投保数

量均超过1万头。

民权县麒云牧业有限公司是

上述投保养殖场户之一。前不久，

该公司所投保的一头育肥猪死

亡。该县人保财险公司理赔中心

接到其报案后，立即会同县畜牧兽

医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赶赴猪场查

勘，经无害化处理后，按照每头死

亡育肥猪尸重（公斤）乘以5元的标

准对麒云牧业作了赔付。

（本报记者 孙高成 通讯员 朱

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