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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 小猪场成就大产业
□本报记者孙高成

市县动态

本月起

全国整治畜禽水产品
抗生素兽药残留超标

8月2日，濮阳县王称堌镇北李庄村农民李献轻在自家庭院喂养肉牛。

近年来，濮阳县积极实施精准扶贫，根据贫困户实际，通过资金扶持、

技术指导等帮扶措施，积极鼓励引导贫困农户利用自家庭院空闲地发展投

资少、见效快的养殖项目，靠发展庭院经济增加收入、脱贫致富。

赵少辉 摄

沈丘县

全面开展高温消毒灭源工作

方城县农信社 烈日下贴心服务残疾客户

“把发展畜禽养殖列为农民脱贫致富的

一条重要途径”，这是各级党委、政府近年来

一直坚持的发展方针。然而，由于管理技术

缺乏、畜禽市场跌宕、环保要求制约等因素

的存在，广大中小规模养殖场户举步维艰。

7月12日，记者在商水县固墙镇对一些

养猪场户进行了实地走访，感到这里却是另

外一番景象：一个个养猪场被蔬菜大棚、林

果苗圃所包围，不仅看不到粪污横流、蚊蝇

遍地的画面，也闻不到猪场的粪臭味。养猪

场户纷纷表示，养殖场的利润不断提高，日

子过得越来越美，并强调这一成就的取得与

省农科院的“联姻”密不可分。

精细管理安全生产

2012年起，商水县固墙镇启动了以养猪

小区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建设项目，省农业

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工程”院县合作

项目也落户到了固墙镇。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领

说，养猪小区的生产管理多是比较松散和自

由的，尤其缺乏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人工授

精技术、疫病防控技术和粪污处理技术。

针对商水县固墙镇生猪养殖小区的特

点，省农科院相继实施了“良种猪养殖新技

术推广与示范”“‘猪-沼-菜’生态种养模式

探索及示范推广”和“猪羊健康养殖新技术

的集成与示范”等项目。项目组专家们采取

集中培训、入户指导和发放资料等形式，进

行猪场饲养管理技术、疫病防控技术和粪污

资源化利用技术等的推广与示范。

商水县固墙镇养殖小区李建国说：“通

过科技培训和科技指导，我改进了养殖理

念，也提升了饲养管理技术。通过抗体检

测，我搞清了猪场免疫状况，能及时采取措

施化解养殖疫病风险。通过病原检测，净化

了种猪主要传染病，尤其是省农科院协助小

区建起的猪人工授精站，能彻底消除精液传

播疫病的风险，我们小区近年来从未发生过

猪瘟、口蹄疫、伪狂犬病等恶性传染病。”

目前，商水县固墙镇已建成30个规模

化养猪场，平均每个猪场存栏能繁母猪120

头，仔猪成活率85%以上，育肥猪出栏率

95%以上。该镇建国养殖场现存栏能繁母

猪410头，年出栏育肥猪8000头，年产值达

2000万元，年利润达500万元。

多策治污生态发展

王克领进一步指出，粪污通过资源化利

用，不仅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且能提高

养殖企业的生物安全水平，减少畜禽传染病

的流行，生产出优质有机肥，能提高农产品

质量安全，生成清洁能源，促进村容整洁。

按照节约水资源、降低污水处理成本的

原则，项目专家组指导养猪场以干清技术清

理猪舍粪便，并通过生物发酵产出有机肥作

为大田粮食作物肥料。少量污水和尿液经

过沉淀后引入沼气池，使产生的沼渣、沼液

就近还田用于周边蔬菜、苗圃林果种植。

商水县慧华家庭农场总经理王永红满

脸笑容地说：“通过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的

推广与示范，我们小区已有20家猪场取得了

政府颁发的环境评价许可证。每家猪场都

形成了以养殖场为中心、种养结合的生态农

业模式，大踏步走上了‘安全、环保、高效’的

发展快车道。”

慧华家庭农场共占地500亩，年出栏生

猪2300头，建成300立方米沼气工程，猪场

周边配套种植了蔬菜、瓜果、花卉和小麦良

种，已成为集生态养殖、蔬菜生产、农业观光

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场。

商水县固墙镇党委书记邓昌峰表示，在

省农科院与该县的院县合作项目支持下，畜

牧业已成为该镇的主要支柱产业，去年出栏

生猪近30万头，全镇畜牧业产值达6.5亿

元。下一步，该镇将与生猪加工企业进行深

层次合作，以确保该镇生猪产业健康、有序

的发展。

商水县历来也有养羊的传统，2014年

全县肉羊存栏34.5万只，年出栏44.37万只，

羊肉产量达4925吨。今年，省农科院又把

商水县开泰生态农牧专业合作社良种羊繁

育基地作为示范点。在该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副研究员辛晓玲博士的指导下，该场已实

行了湖羊规模化饲养，引进杜泊羊进行高效

杂交改良，采取玉米青贮调制饲料，使得羊

场各项生产指标均得以显著提升。

7月25日，正阳县供电公司开展安

全工器具集中大检查，严防“带病”工器

具进入施工作业现场，严防人身意外伤

害，确保各项施工作业安全开展。

正阳县供电公司按照安全工器具规

范化管理标准和预防性试验周期的规

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对参与施工作业

的各生产班组人员的安全工器具和带电

作业工器具进行检查试验。为了使本次

安全校验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该公司对

发现超期或试验不合格的安全工器具，

一律报废，并立即予以更新补充。严禁

不合格的安全工器具流入工作现场，确

保不发生因安全工器具不合格而造成的

人身伤亡事故。该公司还以此次安全工

器具校验和检查为契机，对员工进行杜

绝习惯性违章和不良安全意识再教育，

从员工思想意识上打牢安全管理基础，

确保安全生产长周期进行。（田文生）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耿旭 罗

明）方城县农信社赵河信用社工作人员本

着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严格控

制风险的情况下，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开辟

绿色通道，采用主动上门的服务方式，解

决客户之所急，给客户带来了热情周到的

服务体验，充分体现了农信社员工良好的

业务素养和高效的业务能力。

2016年7月28日，高温燥热持续中，

赵河信用社营业厅迎来了一位办理凭证挂

失的女士，办理柜员了解后得知这位女士

是为其母亲办理的，考虑到挂失补折是特

殊业务，便提醒须本人亲自办理，不能代

办。这位女士一听便着急告知，她母亲冯

女士已94岁高龄，半身瘫痪，丢失存折正

是政府补贴的养老钱。听其一说，办理柜

员急忙向主管会计反映，并向社主任汇报，

该社主任了解情况后，要求在不违反规定

的情况下特事特办，确保服务好每位客

户。中午交接班后，顶着炎炎夏日，该社主

管会计便带队，大堂经理和一名柜员随同，

利用短暂的午饭时间一同前往几里外的赵

河镇某村庄为冯老太当场去办理挂失手

续。

骄阳似火，大地被火球烘烤得滚烫，

豆大的汗珠浸湿了雪白的工作服，这都无

法阻挡他们前行的步伐。到达冯老太家

中后，经核实确认办理业务为本人的真实

意愿，柜员指导其老人的女儿代为填写挂

失申请书，并让老人在业务凭证签名处按

下手指印确认，与此同时，用相机拍摄下

了手指确认的影像资料存档。随后，该社

会计建议老人的女儿一同前往营业厅办

理挂失换折业务。当红艳艳的新折子及

补贴款递到老人女儿手中时，她感动不

已，激动地拉着工作人员的手说：“谢谢你

们，农信社员工工作服务真好，真是老百

姓身边的银行啊！”

7月7日，在汝州市米庙镇玉皇沟村山

坡下的一座养鸡场边，现年50多岁的该村

党支部书记、人称“鸡司令”的赵书堂正在向

村民降娟讲述养鸡业的发展前景。他们的

身后是赵书堂新买的黑色轿车。

赵书堂干村党支部书记已经10年了，

养鸡也养了10年。在他看来，养鸡是发展

山区经济的好项目。靠养鸡滚动发展，赵书

堂3年前建成了现代化养鸡场，养鸡上料、

收鸡蛋全部自动化，每年可获纯利润50多

万元，是远近闻名的“鸡司令”。他常说：“让

村民们富裕起来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天职，

当一天支部书记就要为村民干一天实事，让

村民们得到实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截至目前，他扶持村民养鸡已帮助贷

款50多万元，自己借给养鸡户的现金已达

20多万元。

2012年，村民宋言伟四处寻找致富门

路，就找到“鸡司令”赵书堂咨询。赵书堂说：

“咱村处于丘陵山区，土地瘠薄，但是地域宽

广、空气新鲜，养鸡是一条致富门路。”宋言伟

也想养鸡，但是手中缺乏资金。赵书堂说：

“只要你有决心和信心，我帮助你。”接下来，

赵书堂帮助宋言伟贷款4万元，又把自己养

鸡赚来的钱借给他4万元，宋言伟的养鸡规

模一下子达到6000只，2014年获纯利15万

多元。他常说：“‘鸡司令’对我的帮助太大

了。”

2013年，村民赵京州也想走养鸡这条

路，但是缺乏资金，非常苦闷。赵书堂听

说后找到他说：“听说你也想养鸡，缺乏资

金？”赵京州说：“咋不是呢！”赵书堂说：

“只要你想走这条路，我支持你。”接着，赵

书堂帮助赵京州贷款10万元，又把自己的

钱借给他3万元。赵京州目前的养鸡数量

已达到8500只，每年可获纯利润十多万

元。

2010年，高中毕业的李宝山毕业后跑

过运输、经过商，但是效益都不理想。赵书

堂找到他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应该

有一个创业当老板的信念，要干出一番属于

自己的事业。”在赵书堂的启发下，李宝山的

养鸡数量目前已发展到1万余只。

在赵书堂的努力下，目前玉皇沟村全村

养鸡数量达12万多只。全村1500多口人，

平均每人养了80多只鸡。问起今后的发展

目标，赵书堂说：“明年打算把全村养鸡规模

扩大到18万只，使全村养鸡业纯收入达到

600万元。”

近日，民进南阳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肖庆玲一行20多人到南阳市凰台岗养鸡有限公司进行考察。该公司为“农业部示范场”，

注册的“三好”牌鸡蛋通过农业部无公害认定，公司饲养蛋鸡30多万只，每年还向社会供应青年鸡近100万只。图为公司总经理代

付军（右一）正在介绍公司自动化蛋鸡生产线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孙高成摄

日前，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联

合发出通知，决定自今年8月至明年12月，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

素、禁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

行动。

通知指出，本活动将严厉打击畜禽水

产品中违规使用抗生素以及非法使用“瘦

肉精”等禁用物质、水产品中非法使用硝基

呋喃、孔雀石绿等禁用兽药及化合物、超范

围超剂量使用兽药等行为，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单位，整治不规范用药行为，

清理违法违规网站。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负责牵头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

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行动，做好

督促指导工作，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农业部门负责开展兽用抗菌药生产、

经营和使用环节的整治行动；开展水产品

养殖环节“三鱼两药”的集中治理；实施养

殖环节和屠宰环节畜禽水产品抗菌药残留

监测；打击利用网络违法宣传、销售兽药行

为和利用网络发布假劣兽药信息、销售假

劣兽药的违法违规行为。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开展市场经营

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开展水产品市场

经营环节的集中治理，加强监督抽检；监督

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检

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养殖企

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具的水产品合格证

明等证明材料，如实记录畜禽水产品的名

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避免采

购或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畜禽水

产品，保证采购的畜禽水产品来源可追溯。

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开展畜禽水

产品中抗生素、禁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监

测和致病菌的耐药监测，对监测结果及时

向相关部门通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配合国务院食品

安全办、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部门

对于发布假劣兽药信息、销售假劣兽药的

违法违规网站依法进行处置。

(本报记者孙高成)

当前正值夏季高温高湿天气。

然而，在沈丘县，上百名县乡村动物

防疫员，正活跃在高温季节查源和

消毒灭源专项行动的“主战场”。他

们消除疫情隐患，严防疫情的发生

传播，为全县现代畜牧业健康发展

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7月下旬以来，该县出动宣传车

30辆次，印发资料840份，集中宣讲

3次，广泛宣传开展夏季查源和消毒

灭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

养殖场户、相关企业的消毒灭源主

体责任意识，积极配合开展此项工

作。组织110名县乡村动物防疫员

通过深入实地调查、走访养殖场户

等多种形式，准确掌握禽流感、口蹄

疫、蓝耳病、猪瘟等动物疫病的流行

情况。选派技术人员指导畜禽养殖

场（小区）、屠宰场、牲畜交易市场、

冷库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按照

消毒灭源技术规程进行消毒。同时

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组织畜牧执法

人员监督养殖场、屠宰场等单位严

格按照规程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

处理，彻底消灭传染源。目前，全县

已发放消毒药品1.6吨，有204个养

殖场、屠宰场消毒完毕，全县查源、

消毒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王向灵）

近年来，固始县泉河铺镇为推

进畜牧业无公害标准化养殖，出台

了一系列精细化措施和政策，极大

地提高了畜牧养殖场和养殖大户的

积极性，牛、羊、猪等牲畜市场价格

上升，规模化发展迅速。

为提高养殖产业实施无公害标

准化养殖，该镇组织养殖从业人员

到县里参加无公害养殖培训班学

习，编制了1000余份无公害养殖资

料和法律法规文件摘要，分发到各

个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和养殖大户

手中，并请畜牧技术人员讲授有关

无公害产品养殖政策法规和无公害

养殖技术标准等，受训人员达3000

多人次。通过宣传发动和培训，不

仅使畜牧养殖从业人员了解并掌握

了标准化养殖技术，还营造了推广

无公害标准化养殖的良好氛围。

目前，该镇还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组织畜牧养殖户开展标准化养

殖示范创建活动，对全镇6个养殖

场、7家养殖大户进行粪污资源化、

环境无害化治理，有力地推动了无

公害标准化养殖进程。

（陈世仁陈刚）

为进一步提升动物养殖场防疫

监管水平，从源头上控制动物疫病

的发生与传播，今年以来，渑池县畜

牧局加大规模养殖场防疫监管力

度，推进规模养殖场动物防疫规范

化管理。

一是实行公开承诺。在全县统

一制作了350块免疫明白栏，张贴

在全县235个行政村和100多个大

中型规模养殖场的醒目位置，明白

栏内明细了动物免疫项目、免疫标

准、固定防疫日、防疫员的姓名和联

系电话等内容，覆盖率达100%。

二是严格动物防疫条件审查。

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要求，规范办证申请程序，对养殖场

（小区）选址、布局、设施设备、人员、

制度等情况进行逐条逐项现场审

查。对防疫条件不达标的，审查人

员进行现场指导，提出整改意见并

限期整改，严把现场审查关。

三是强化免疫抗体监测。定期

对规模养殖场开展免疫抗体监测。

认真检查疫苗使用记录和免疫档

案，抽检免疫抗体水平，确保免疫效

果。当动物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低

于70%时，监管责任人及时督促养

殖场开展补免补防工作。对不按规

定实施强制免疫、抽检不合格、不配

合开展监督抽检及不接受免疫监管

的养殖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

养殖业主的责任。

四是强化规模场日常监管。制

订规模养殖场动物防疫监管实施方

案和监管制度，明确规模养殖场防疫

责任人、监管责任人，实行“一对一”

监管。监管责任人每月不定期到场

巡查，重点检查规模养殖场养殖档案

建设、防疫消毒、强制免疫、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饲料兽药使用、出栏报

检等情况，建立巡查记录。对不符合

规定的养殖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限期整改，使养殖场户的管理进一步

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赵玉侠）

基层见闻

固始县泉河铺镇

多举措推进畜牧标准化养殖

一个只有1500多口人的小山村，目前养鸡已达12万多只，平均每
人80多只

“鸡司令”养鸡扶贫 扶出一个养鸡村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小法

正阳县供电公司
消除“带病”工器具

确保人身安全

渑池县

实行公开承诺 强化防疫监管

濮阳县

庭院养殖助农户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