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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资讯

市地动态

□本报记者 孙高成 通讯员雷蕾

国内首批内陆地区
进口肉类口岸落户河南

平顶山
将着力打造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试验区

企业风貌

“发展生态畜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任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省各级畜牧部门要突出重点，狠

抓关键，加快生态畜牧业发展步伐。”5月8日，

省畜牧局局长宋虎振在全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现

场会上如是说。

会上，省畜牧局还对全省生态畜牧业发展做

出安排部署，要求每个省辖市抓好一个生态畜牧

业示范县，每个直管县（市）至少抓好一个生态畜

牧业示范乡建设。时至今日，各地畜牧部门均采

取了相应措施加大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并取得

了一定成效。部分市地进展情况如下：

平顶山：今年5月，该市召开全市“生态循

环农业建设”专题座谈会和各县（市、区）畜牧局

长会议，研究部署生态循环农业规划和实施方

案。会议确定舞钢市为生态循环畜牧业试点

县，舞钢9家农牧企业为生态循环示范企业。

邀请上海交大农业与生物学院专家考察指导，

决定在平顶山市顺义养殖有限公司成立循环农

业研究院。积极推进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场

和无害化处理收集体系的建设。

新乡：召开全市畜牧局长会议传达学习全

省会议精神，要求各县（市）、区推进年初制定的

目标任务。市技术推广部门组织县（市）、区技术

骨干、骨干养殖企业技术人员参加标准化建设培

训班。目前，该市已建成13个市级畜禽养殖标

准化创建场，占全市年度目标任务的25%。

安阳：该市政府召开了生态畜牧业专题会

议，传达全省生态畜牧业现场会会议精神，对各

县（市、区）下达了生态畜牧业工作目标任务。6

月上旬，该市组织部分农牧企业负责人赴浙江

湖州、嘉兴、宁波、绍兴、杭州、衢州六市考察学

习生态畜牧业建设。制定了现代畜牧业发展实

施意见，明确了生态畜牧业目标任务，规划到

2020年建成30个生态畜牧园区。

鹤壁：该市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并

制定了《关于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工作的

意见》。组织各县(区)养殖场（小区）参加畜禽粪

便资源化利用宣传培训班，推广农牧结合、达标

零排放和工业化加工等资源化利用模式。强力

推进辖区现代生态畜牧示范园建设，开展生态

畜牧业示范场创建。

漯河：把生态畜牧业建设列入全市“三农”

年度工作台账，并加大了对生态养殖场的扶持

力度。进一步加大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宣传力度，举办多场专题培训，免费向养

殖场发放《漯河市生态畜牧业建设暨双汇产业

化工程提升行动指导手册》。目前，该市申请创

建生态养殖场的达到88家，带动周边种植粮食

作物5万多亩、有机蔬菜1万多亩、苗圃林木

5000多亩。

濮阳：5月15日，濮阳市畜牧局召开生态畜

牧业发展座谈会，传达学习全省生态畜牧业发

展现场会精神，并就2015年生态畜牧业发展等

重点工作进行座谈交流。会议要求，新建场和

项目场必须环评，老养殖场要改造提升，筛选确

定了一批条件好的规模养殖场列入生态示范场

创建名单。

南阳：根据南阳生态经济示范市建设要求，

积极推进《畜禽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要求全

市生猪、奶牛标准化建设，菜篮子工程，畜禽健

康养殖项目的部分资金必须用于畜禽粪污处理

设施建设。在内乡县召开畜牧业转型升级现场

会，强调要重点发展生态养殖场、农牧结合的生

态家庭农场，计划到2020年畜禽粪污无害化处

理利用率达90%以上。

春天让牛在大草原旅游，秋天运回家中让

牛每天喝黄酒。这是发生在邓州市张村镇的

新鲜事。

近日，带着好奇，笔者前往邓州市张村镇

进行探秘。

在张村镇朱营村，笔者走进河南国海养殖

有限公司看到，一头头牛或卧于牛舍阴凉处休

憩，或徘徊在食槽、水槽旁等待吃食，或倚着牛

妈妈“撒娇”。

说起这群牛，河南国海养殖有限公司的朱

道强赞不绝口：“我这牛，基本不生病。每年向

畜牧局报死亡数量，我的都是零。很多人起初

都不相信，到场里一看他们都信了。”

朱道强接着说：“这牛肉质好，熬出来特别

香，逢年过节供不应求。”

据了解，这些牛出生后先在内蒙古大草原

放养。那的草又多又好，牛不用再吃其他东西。

大家疑惑把牛拉到内蒙古再拉回来成本

高，朱道强说：“运费是高了，但是那的草地一

亩一年的租赁费才十几块钱，算下来还是比在

家租地种草划算得多。而且环境好，草长得旺

盛，还没有污染，牛吃了这样的草抵抗力强，不

易生病。”

朱道强这种“北繁南育”法，等把牛拉回来的

时候，小牛犊基本上都长到了800～900斤。

谈起为何要让牛喝黄酒，朱道强说：“这源

于一个小小的常识。每次炒肉的时候，大家都

会放点料酒去腥提鲜。我就想，让动物直接喝

黄酒会怎样呢？”

由于担心市场上的酒是勾兑酒，有这样那

样的添加剂，为了保证黄酒质量，保证牛能喝

上绝对纯天然的黄酒，朱道强决定自己酿酒。

用四瓣草、黍子、春谷等最传统的材料作曲，用

最传统的大地锅来酿造。

在酿造黄酒的院子里，笔者闻到了扑鼻的

酒香。朱道强的儿子朱岩倒了一杯让笔者品

尝，笔者没敢端起杯子，朱岩先端起酒杯喝了

一口。

“虽然这酒是喂牛的，但是跟人喝的黄酒

相比，品质一点都没有差别，甚至比人喝的黄

酒品质还要好。现在我们一年酿造黄酒4万

～5万斤。很多人想买，我们都不卖，全部拿来

喂牛。从内蒙古拉回来到出栏，每头牛每天要

喂2～3斤。这样做，一方面可提升牛肉品质，

另一方面能改善牛突然从吃草变成吃粮食的

不适应状况，对消化也有一定作用。”朱岩说。

一个正在旁边喂牛的师傅说：“乡亲们听

说让牛喝黄酒好饲养，就纷纷来取经。现在已

经有2户跟着他一起养牛，下一步他将领着更

多的群众参与进来。”

(曹相飞林莹)

近日，记者从平顶山市畜牧局获悉，该市决

定打造平顶山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努力

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市。

按照规划，从2015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

平顶山市要建设24个县级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试验区。每个试验区以大型养殖企业与高效

农业、生态林业相配套，与新农村建设、畜禽排

泄物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相结合，以大

型现代化规模养殖企业（年出栏生猪10万头以

上或存栏奶牛1万头以上或存栏肉牛1.5万头

以上）为主体。每个配套建设的生态农田（林

地）1.5万亩左右，配套建设新农村1～2个。期

末，全市要新增肉牛20万头和奶牛5万头，牲

畜规模养殖出栏量达500万头（只）以上，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建成128处大

中型沼气工程，畜禽排泄100%达到无害化处

理并就地消纳利用；建成生态农田100万亩、

无公害农产品基地100万亩、设施农业8万亩、

绿色食品基地8万亩，建成20个规模化蔬菜生

产基地、6个万亩花卉苗木产业集聚区、12.5万

亩特色经济林基地、30万亩林下种养基地，建

成5个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1个绿色农副产

品加工园区。

建设将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推动和市场运

作，着力引进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信息化、

循环化为特征的大型养殖、种植、林果生产和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并对现有和新建的规模农

业企业进行相互配套，实行养殖业、种植业、林

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组团经营。平顶山市、

县两级财政将分别设立循环农业项目专项资

金，支持项目规划、工作奖励、标准制定、招商引

资、科技推广和重点项目，建立平顶山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项目融资担保平台。凡在循环农业试

验区占用耕地兴建养殖企业的，在符合规划的

前提下，优先安排用地指标。试验区内的养殖

和种植企业可依法将其生产设备、建筑物和其

他土地附属物以及以合法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

权、林权、资产保单等作为抵押财产向金融机构

申请贷款，支持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为循环农业

试验区内的养殖、种植、加工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服务。建设目标市场，加强产销对接，顺畅销售

渠道，多途径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按

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财政补助、保险联运”

的原则，建设病死动物收集与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立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孙高成）

拜父母、拜客户、拜爱人、

拜企业……

为父母祈福、为客户祈

福、为爱人祈福、为企业祈

福……

8月27日，河南天纳图生

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纳图集团”）以“感恩

天道，践行孝道”为主题，在平

顶山市福泉酒店举办第三届

倡孝修德祈福活动。

活动中，天纳图集团全体

员工及参会嘉宾共同高颂《百

孝经》。随后，天纳图集团优

秀员工王艳兰、于祝博、杨志

丹等人，向在主席台就座的父

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天

纳图集团董事长杨荣恩为该

集团优秀员工父母倒洗脚水，

由优秀员工现场为各自父母

洗脚、穿袜。紧接着，天纳图

集团李胜利、赵金龙等优秀客

户代表也被请上主席台。天

纳图集团全体员工共同拜谢

优秀员工父母、优秀客户代

表，并为他们祈福。

杨荣恩说，自古以来，百

善孝为先。天纳图集团作为

动保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企

业，要实现“天行健、纳百川、

图大业、兴中华”之志，担起

“发展生态畜牧、服务绿色养

殖”之责，集团员工就必须修

身养性，并常怀感恩之心，常

拜相助之士。

(本报记者孙高成)

近日，国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验收组

专家正式对外宣布，河南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通过审核，我省郑州、漯河成为国内首个

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内陆进口肉类指

定口岸。

据悉，河南这两个进口肉类指定口岸于

去年下半年开始建设，分别位于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和漯河双汇集团物流园区。

每个口岸均设有查验仓储区、联检办公区、露

天堆场区、检疫处理区等功能区，每个每年可

查验40万吨肉制品。

省政府口岸办主任郑金广介绍，河南口

岸目前在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设施最完善，

可实现“口岸信息集中申报、关检合一共同查

验、多式联运分拨配送、区港联动直通放行”

等功能，进口肉类产品可直接在郑州或漯河

办理查验手续。

(本报记者孙高成)

9月2日，洛宁县马店镇纹上芦花鸡养殖合作社理事长胡应苗在观察芦花鸡的生长情况。胡应苗2011年开始在林间养殖芦花鸡获得成

功，今年5月成立养鸡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社员已达30多户，喂养芦花鸡5万余只。由于芦花鸡鸡蛋含铁、含钙高，胆固醇较低，每个鸡

蛋售价1.5元供不应求，养殖芦花鸡为山区群众又拓宽了一条致富门路。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李中灿摄

近日，记者在商丘市睢阳区了解到，该区闫集乡赵口村郭

家强年初建起一幢500多平方米的智能型养殖拱棚，存栏生猪

300多头。由于该拱棚温控、通风效果好，其所饲养的生猪一直

保持良好的生长态势。

本报记者孙高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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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故事

天纳图集团

举办倡孝修德祈福活动

8 月 31 日～9 月 1 日，

2015河南家禽热点论坛暨第

三届河南蛋（种）鸡精英企业

高层峰会在郑州举行。

本活动由河南现代农牧

有限公司、辽宁益康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河南近百

家存栏万只以上的蛋（种）鸡

场负责人参会，其中数家企业

蛋（种）鸡存栏量达40万只。

此外，山西数家蛋（种）鸡养殖

大户也积极参会。

会上，国家蛋鸡产业技术

体系遗传育种岗位专家康相

涛、国家家禽工程中心副主任

赵河山、省家禽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睢富根、河南农大副教授

王新卫、辽宁益康总经理李尚

波、河南现代农牧总经理邓立

中、河南金汇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程琦、河南盛世联邦总经

理王辉驰，分别以“特色优质

蛋鸡的发展状况与前景”、“中

国畜产品剧烈波动的原因及

对策”、“河南家禽企业发展现

状及未来趋势”、“家禽生物安

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当前

主要禽传染病防治存在的问

题及补救措施”、“用互联网思

维重塑农牧企业新模式”、“农

牧业循环经济开发与创新”、

“家禽保健新趋势及新方案”

为题作了专题讲座。山西世

誉、河南惠民、汤阴全达、南阳

丰园、洛阳耘康、漯河祥成等

禽业负责人，相继以“家禽企

业的发展、管理、传承、转型”、

“家禽企业发展的差异化与品

牌化”、“家禽企业发展之大规

模化与适度规模化”为主题展

开探讨。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不论

市场如何变动，通过交流协作

把鸡养好是根本。并提议参

会企业中的饲料生产企业、种

鸡场、青年鸡场、商品蛋鸡场、

蛋品加工紧密联合起来，组合

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共同抵御

市场风险。

（本报记者孙高成）

8月30日，正大集团中国

区资深副董事长霍尔峰一行

到平顶山市叶县教育局，向该

县贫困大学生捐资助学。

据了解，在叶县老促会、

叶县教育局的协助下，该县今

年升入高校的20名贫困大学

生获得平顶山正大有限公司

的资助，每人获赠5000元。

今后四年，该公司每年还将拿

出10万元，继续资助叶县革

命老区的贫困大学生，并愿在

寒暑假为他们提供实习岗

位。毕业后愿意到正大集团

就业的受资助学生，将被优先

录用。

正大集团河南区资深总

裁陈丹表示，一个人无法选择

出身，但可以创造未来。希望

正大集团的资助能够浇灌贫

困学子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孙高成)

平顶山正大

捐款资助贫困大学生

现代农牧

办响蛋（种）鸡场高层峰会

河南国海养殖公司

让牛饮黄酒 饮后牛更“牛”

构建生态畜牧业发展新常态
全省各地积极贯彻落实生态畜牧业发展现场会精神

河南家禽饲养量在国内位居前列，但养殖

形式以家庭养殖为主。家庭养殖由于生物安

全建设不足，从而导致家禽疫病多发，进一步

引发滥用药物，危害食品安全。

9月1日，就家禽养殖生物安全建设方面

的相关问题，记者对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新

卫进行了采访。

王新卫说，养禽场生物安全是指采取必

要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物理性、化学

性和生物性致病因子对家禽造成危害的一种

动物生产体系。该体系集饲养管理和疾病预

防于一体，可通过阻止各种致病因子的侵入，

防止家禽受到疾病危害。这不仅能提高家禽

疾病防控能力，还能提高家禽生长性能。

通过对139个鸡群，近260万只鸡的流行

病学研究显示：生物安全措施差的散户鸡群发

病的危险性，是规模大、生物安全措施全面的

养殖场疫病风险系数的4.2倍。

目前，禽流感、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

炎等病毒性疾病是危害家禽健康的主要疾病，

鸡马立克氏病、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免疫抑制性

疫病时有发生。老病频发未被控制，病原变异

快，导致新病不断侵入，发病种类及疾病表现

形式增多、多重感染严重，使禽病防制难度加

大。

此外，许多农户由于细菌性疾病防治方法

不当，导致细菌性病原的耐药性加剧。

很显然，中小或庭院养殖场户应高度重视

和加强生物安全建设。

如何才能显著提高家禽养殖疾病防控能

力呢？

王新卫指出，从事家禽养殖首先要树立

“养重于防，防重于治”的养殖理念，重视并加

强生物安全建设。

加强生物安全建设，具体工作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

养殖户要依据实际情况，提高禽舍环境控

制能力。搞好鸡场管理的同时，做好隔离消毒

工作。依据当地实际疫情，在专家指导下选择

适宜疫苗进行免疫接种。在专家指导下适时

用药，防范滥用药物。

专家访谈

加强生物安全建设事半功倍
——访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王新卫

专家档案
王新卫 博士，

河南泌阳人；现为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动物疾病

流行病学机理及防

治研究。

□本报记者 孙高成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