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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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河南畜牧业更是

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全省经济版图中重要的

基础性产业。

2014年，河南畜牧业产值2505亿元，居全

国第一位；其中，蛋、肉、奶产量分别稳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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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印象中可能觉得，我们吃的牛羊肉等

畜产品，有不少来自新疆、内蒙古等牧区，实际

上这些传统牧区的牛羊肉远远满足不了当地需

求，每年都要从河南调出很多牛羊肉去支援他

们。

目前，河南重点规模以上企业年屠宰加工

生猪、肉牛、肉禽能力分别达3000万头、70万

头、7亿只，年加工乳制品能力达200多万吨。

河南每年调往省外的生猪数量均在2000万头

以上，生猪、活牛等还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等

地。

可以说，河南畜牧业对保障全省乃至全国

畜牧产品供应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雾霾严重，
都是秸秆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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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河南肉蛋产量超过六大牧区之和

B 养猪致富，秦英林成“河南首富”

C 养牛发财，夏南牛养殖成黄金产业

河南畜牧业到底有多牛？
去年全省畜牧业产值2505亿元，居全国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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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卢松

说起河南粮食生产，大家可能都会竖起大拇指，并能列举一系
列数据来证明它有多牛!比如，全国4个馒头中有1个多是河南的，
中国人每两个速冻水饺里有一个来自“思念”，每5个汤圆有3个来
自“三全”，漯河临颍休闲食品日产量全国第一，每天4000多吨各色
小吃供应全国……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河南也是畜牧业大省，畜牧业取得的成
就也是顶牛的——2014年，河南畜牧业产值2505亿元，居全国第
一位；其中，蛋、肉、奶产量分别稳居全国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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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养猪能成为首富，肉牛养

殖也是牛气冲天。

2007年5月15日，历时21载、凝聚三

代人心血培育而成的“夏南牛”通过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2007年6月16日，

农业部发布公告，宣布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

——夏南牛诞生。夏南牛由此成为全世界

第73个牛品种，它的诞生填补了我国没有

肉牛品种的空白，开创了中国培育肉牛品种

的先河，是中国肉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

“夏南牛成牛体重能达1吨多，老百姓

称作‘吨牛’。”夏南牛的培育者、泌阳县畜牧

局副局长祁兴磊介绍说，夏南牛饲养周期

短、生长发育快、易育肥、产肉率高，经济效

益高，深受育肥牛场和广大农户的欢迎。而

且夏南牛肉质脂肪少、纤维细、肉色纯、口感

好，适宜生产优质牛肉和高档牛肉，具有广

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作为国内第一个肉牛新品种，夏南牛被

畜牧专家誉为“哞哞”叫的黄金产业。目前

夏南牛产业发展得很好，年屠宰能力达15

万头，今年要出栏2.7万吨，明年可达5万

吨。

肉牛业经济容量大，带动能力强，不仅

关乎到国人的菜篮子，而且还支撑着饲料、

皮毛、动物保健等其他产业，是我国农业产

业中最具潜在竞争力的产业。河南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牛产业的发展，把它作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着力推进。

目前，河南拥有年出栏100头以上肉牛

养殖场2350个，肉牛年出栏546万头、存栏

918万头，分别居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牛

肉产量82万吨，居全国第一。全省十个肉

牛产业化集群实现产值达230亿元，拥有恒

都、科尔沁、伊赛等年屠宰肉牛5万头以上

企业10家，肉牛屠宰加工能力位居全国前

列。

国家明确提出大力支持草食畜牧业发

展，并将我省列为全国肉牛主产省份，省委、

省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我国与

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后，河南每

年要从澳大利亚进口30万头活牛，牛肉的

平均关税将由目前的15.5%降为零。加快

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为河南肉牛龙

头企业走出国门，实现肉牛产业快速发展提

供难得机遇。未来，河南将成为全国肉牛生

产、加工、物流的中心。

2014年胡润富豪榜中，河南新晋前三

名的富豪，有两名与“猪”有关，首富是秦英

林，养猪的。探花是万隆，杀猪的。按照胡

润式的算法，秦英林、钱瑛夫妇拥有90亿元

人民币的财富，万隆拥有75亿元的财富。

近期刚刚发布的《2015瀚亚资本·胡润

全球华人富豪榜》上，1577名上榜者中，牧

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及其夫人钱瑛，又以

67亿元身家排在第441位。

秦英林于1965年出生于内乡县，毕业

于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早在17岁时，

秦英林便产生了“养猪致富”的想法，并劝说

家人一起“下海”，但以失败告终。24岁大

学毕业后，秦英林曾被分配到南阳食品公司

工作。1992年，秦英林携夫人钱瑛辞职回

老家创业。秦英林的夫人钱瑛毕业于郑州

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兽医专业，和秦英林

一样，都有着良好的专业优势。

1992年，夫妻二人从22头猪开始白手

起家，仅仅过了两年，秦英林的养猪场规模

便从最初的 22 头扩大到了 2000 头；到

1997年时，出栏商品猪已达10000头。

2000年，秦英林成立了牧原股份的前

身牧原养殖，开展生猪育种工作。

2009年，牧原股份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0 年 7 月，国际金融公司以每股

5.42 元的价格，认购了牧原股份增发的

1200万股，总出资达6504万元。国际金融

公司入股后，给牧原股份提供了2亿多元的

长期、低息贷款。

2013年，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

拥有2个全资子公司、1个参股公司，年出栏

生猪已超100万头，并成为国家级原种猪

场、国家生猪活体储备基地、出口猪肉备案

养殖场、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014年1月28日，牧原股份在深交所

正式挂牌上市。本次发行6050万股，发行

价24.07元/股，对应市盈率18.8倍，共计募

集资金14.56亿元。

“人生的意义和快乐，在于创造价值最

大化。”秦英林常说，“个人创造价值-自己占

有=奉献社会。做大做强‘个人创造价值’，斟

酌‘自己占有’，不要使等值等于零，致力使等

值大于零，并且是越大越好，千万不能使等值

小于零，是负数，这就是我们牧原人的追求！”

20多年来，秦英林从自身做起并引领

企业默默践行，从而使企业保持了基业长

青。

众所周知，生猪养殖行业周期性波动明

显。今年3月以来，猪肉价格已连续上涨4

个多月，且涨幅不小。长期不景气的生猪养

殖业终于迎来逆袭，农牧、养殖上市公司纷

纷修正业绩预告，由亏损转为赢利。

根据《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数

据，截至日前，牧原股份是预告三季报净利

润增长最大的公司：2015年1月份至9月份

净利润约为 2 亿元至 3 亿元，同比增长

7309.05%至11013.58%。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根

植于河南畜牧业的沃土中，河南本土畜牧业

企业呈现竞相发展的蓬勃势头。目前，河南

拥有省级以上龙头产业化企业229家，拥有

双汇集团、华英集团、雏鹰集团、牧原公司、

普莱柯等7家上市企业。

2013年，泌阳县举办夏南牛选美大赛 资料图片

10月18日，江苏省苏州中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了该院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发挥审判职能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的实施意见（试行）》的有关情况。《意见》明

确，部分继承人未尽精神赡养义务的，判决

时可视情况少分或不分遗产。

其实，继承法已有规定，“遗弃被继承人

的丧失继承权”“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

当不分或者少分”。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也赋予了老人被探望权，“与老

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

者问候老年人”。

在法律上，赡养老人既包括给付赡养费

等物质赡养义务，也包括看望或问候等精神

赡养义务。如果老人去世前没留遗嘱或遗

赠协议，遗产将进入法定继承程序，若存在

多位继承人，法院就要按照尽孝多少分配遗

产，而是否“常回家看看”也成了法官审理相

关案件时衡量子女尽孝程度的一条标准。

可以说，苏州中院出台的《意见》虽然是

对现行法律与司法惯例的再度重申，却能对

当地司法实践起到进一步的规范指导作用，

有助于在司法个案中保护尽善者的权利，而

将相关办案标准公开并以发布会的形式通

报，更能起到较好的普法及警示效果。

要看到，虽然精神赡养有可诉性和强制

性，但如果子女不履行相关义务，老人可以

诉至法院，子女不履行判决的，将面临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还要看到，《意见》所指向

的情形若要成立也是有前提的：一是老人没

有订立遗嘱或遗赠协议，二是尽孝子女需拿

出证据证明对方没有尽到精神赡养义务。

然而，强扭的瓜不甜，如果真拿着法条逼子

女去看望老人，也许会适得其反，甚至造成

双方关系紧张。

可见，要通过司法判决或强制执行实现

个案中的精神赡养，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这

就需要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不能一判了

之，还要充分发挥相关立法的指引、劝导作

用，让子女认识到冷落老人的错误和法律后

果，尽可能化解矛盾，促成双方调解。这在

现实中也是可行的。比如2014年，基层法

院审理了45件赡养案件，其中9件提出了精

神赡养诉求，通过法官耐心地释法明理，子

女们都主动承诺将定期探望老人，最终案结

事了。这样就既保障了老人的精神赡养权，

也维护了父母子女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营造尊老、敬老的

守法氛围，让子女认识到全方位赡养老人是

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当然，法律规定的

“看望或者问候”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

面对面的“看望”，也可以采取电话、写信、视

频等形式进行“问候”。

“常回家看看”挂钩遗产分配，更是一种引导
□舒锐

汪冬青说,从各地工作开展情况

看,目前秸秆禁烧工作的难点是秸秆

出路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尽管国家

已经陆续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但秸秆

收集体系尚不健全,相关配套政策、

设备、站点等还亟待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当前,虽然

政府大力推广秸秆还田,但是在实施

过程中效果不理想。一些农民表示,

对于国家禁止焚烧秸秆的政策“能理

解,不接受”。河南省唐河县黑龙镇

三官庙村村民刘文进说,如果秸秆还

田,平均一亩地秸秆粉碎要40块钱,

再加上深耕犁地,一亩地成本就要七

八十元,不划算。吉林、山西等地的

部分农民也表示,目前秸秆打捆、还

田费用高,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积极

性。

包景岭表示,秸秆资源化如果让

政府主导不现实,补贴太多政府财政

负担不起,但完全靠市场也存在缺

陷。“曾经有一个龙头企业说给每个

村建设一个池子,农民只需切碎了定

期收集处置,每亩地还能获得补贴

150元。但一旦项目运转,秸秆就成

了稀缺物资,认为吃亏了的农民纷纷

出巨资哄抬秸秆价格,又让企业难以

为继。”

长春市农委法规处孔令波处长

说,多年来,秸秆禁烧工作成效不大

的事实证明,严盯死守的方式作用有

限。解决秸秆焚烧的问题,关键还是

要给农民提供一个既方便又有经济

实惠的生态出口,既要重视“堵”,也

要注重“疏”。

一些专家还建议，在秸秆的处理

技术上，也可以参考国外先进方法。

丹麦是世界上首先使用秸秆发电的

国家，其阿维多电厂每年燃烧15万

吨秸秆，可满足几十万用户的供热和

用电需求；日本则将秸秆混入土中还

原为肥料，并作为粗饲料喂养家畜，

基本上实现了秸秆的100%全利用。

据新华社电

大规模烧秸秆近十几年才出现
重度雾霾期秸秆焚烧贡献或达两成

连日来,全国多地出现严重雾霾天气,一扫秋日的艳阳

蓝天。20日,正处于秋收期间的东北、华北多地空气质量较

差。其中,沈阳、邯郸、淄博等空气质量指数超过200,属于

重度污染。

与大范围雾霾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多地大规模焚烧秸

秆。环保部近日发布的通报显示,10月中上旬,燃烧秸秆的

火点数量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秸秆焚烧是否是此次北方地区大范围雾霾的祸首?从

1999年起,有关部门即出台相关禁令,但秸秆焚烧为何连续

16年屡禁不止?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

青表示,从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情况

看,近年全国秸秆焚烧污染防控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全国每年秸秆焚烧

火点数总体呈减少趋势,但各地工作

进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呈现火点数反

弹甚至大幅增加现象。

记者近日在山西省浑源县采访

发现,大运高速浑源高速路口附近就

有3个相离不远的秸秆焚烧点,滚滚

浓烟遮蔽了司机的视线。山西省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李斯荣表示,导致山

西省近期雾霾的原因,除风速小、大

气静稳状态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外,另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秸秆焚烧。

环保部发布的通报称,10月23

日~25日,山西南部、山东东部和河

南大部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山东

西部以中度至重度污染为主,这其中

大部分区域都存在焚烧秸秆的情况。

汪冬青认为,从近年通过卫星遥

感对秸秆焚烧火点监测情况,以及大

气环境质量监测情况看,露天焚烧秸

秆对大气环境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

房春生表示,根据近3年的监测结果

分析,发现疑似烧秸秆火点的区域与

污染区域关联性很强,而且污染地区

空气中的钾离子等含量高,钾离子等

是秸秆焚烧的特征元素。

专家表示,根据研究发现,在焚

烧秸秆高发期出现的严重污染天气

中,焚烧秸秆带来的污染物对雾霾的

贡献率可能达20%左右。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究

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天津市环保局原

总工程师包景岭表示,很多人不知道

的事实是,我国大规模焚烧秸秆是在

近十几年。过去,秸秆是农民仅次于

粮食的重要资源,烧火取暖喂牲畜,

用途广泛。但随着劳动力进城打工

紧缺,大量秸秆无力收集,而一旦不

能快速有效处理,冬季冰冻后将影响

第二年的种植。

河南省镇平县70多岁的农民丁

长志说:“十几年前各家各户都是烧

火做饭,谁不拿秸秆当宝贝疙瘩,可

现在烧煤了,秸秆就没用了。加上农

忙时候人都出去打工了,还得抢着农

事,不如直接烧了还能肥田。”

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农业

部等6部局发布《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管理办法》后,多地政府一直严抓

秸秆禁烧。近年来,各地为遏制秸秆

焚烧更出台了一系列禁令。

河南省在今年“三夏”期间就出

台了“史上最严”禁烧令。不仅派出

督查组省内巡视,还规定以环保部公

布的秸秆焚烧卫星监测火点数为依

据,每出现一个火点,省财政将扣拨

所在地县财力50万元,发生20个着

火点且数量超过所属省辖市所属县

80%以上,省政府将约谈主要负责

人。据了解,整个“三夏”期间,河南

省对县市级财政扣拨款达2.3亿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为遏制村

民偷烧秸秆,甚至从重处罚、严肃追

责,“谁家的地起火,就向谁追责”。

河南省一农业大县禁烧的一个月以

来,因秸秆焚烧拘留了100多人,罚

款训诫数百人。

然而,重拳之下秸秆禁烧似乎并

未见成效。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有的地方对

秸秆处理的补贴和惩罚都是几百元,

烧秸秆的违规成本低。以吉林省现

行的消防条例为例,对于野外焚烧秸

秆等行为,“行为人未落实防火安全

看管防护措施的,责令改正,处警告

或者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四川省绵阳市一位镇党委书记

表示,现在治理秸秆焚烧,几乎成了

“猫鼠游戏”。一到秸秆焚烧季,全镇

干部派驻盯点,严防死守。但不少农

民是夜里点火。等到发现时,火已经

烧着,点火人不见踪影,无从处罚。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为

整治焚烧秸秆难题,成立了以农业、

环保、公安等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

制,但同时也出现了“九龙治水”的问

题。河北省环保厅一位干部表示,秸

秆焚烧,过去是农业部门管理,后来

归口到环保部门,资金补助也从农业

部门下发,一些秸秆利用的项目资金

归发改委负责,谁都管,谁也没管好。

重度雾霾期秸秆焚烧贡献或达两成

扣拨财政2.3亿拘上百人仍管不住

关键要给农民方便且实惠的“生态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