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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故事

三企业丢了国家级资质

违反《〈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不能正常开展

种猪性能测定等育种工作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鸭司令”的“吉祥三宝”

省畜牧局
强化畜牧产业扶贫

7月10日，农业部办公厅下发通知，河北

旺族种猪有限公司、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正虹原种猪场、湖北省正嘉原种猪

场有限公司鄂州原种猪场等企业，由于违反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实

施方案》的相关规定，不能正常开展种猪性能

测定等育种工作，决定取消其国家生猪核心

育种场资格。

据悉，根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2009~2020)〉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采取企

业自愿，省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方

式，计划于2016年前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

100家种猪场组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截

至2015年年底，共遴选出96家国家生猪核心

育种场，其分布在19个省和4个直辖市。其

中广东、湖北两省分别为11家和10家，四川、

湖南、河南、山东分别为6家、7家、6家和8家。

下一阶段，农业部将重点加强国家生猪

核心育种场的监管，实现有进有出、动态调

整。今后，凡关闭、转产，或被吊销《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或不按时完成计划任务，或

出现国家规定一类传染病的上述企业，其国

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都将被取消。2016

年3月，陕西省原种猪场由于种猪数量大幅

减少，难以完成种猪性能测定任务，已被取消

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这是首家被取消

资格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本报记者孙高成）

（接上期）

化制法

适用对象 不得用于患有炭疽等芽孢杆

菌类疫病，以及牛海绵状脑病、痒病的染疫动

物及产品、组织的处理。其他适用对象同焚

烧法。

技术工艺 干化法。1. 可视情况对病死

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进行破碎等预处

理。2. 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或破

碎产物输送入高温高压灭菌容器。3. 处理物

中心温度≥140℃，压力≥0.5MPa（绝对压

力），时间≥4h（具体处理时间随处理物种类

和体积大小而设定）。4. 加热烘干产生的热

蒸汽经废气处理系统后排出。5. 加热烘干产

生的动物尸体残渣传输至压榨系统处理。

湿化法。1. 可视情况对病死及病害动物

和相关动物产品进行破碎预处理。2. 将病死

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或破碎产物送入

高温高压容器，总质量不得超过容器总承受力

的五分之四。3. 处理物中心温度≥135℃，压

力≥0.3MPa（绝对压力），处理时间≥30min

（具体处理时间随处理物种类和体积大小而设

定）。4. 高温高压结束后，对处理产物进行初

次固液分离。5. 固体物经破碎处理后，送入烘

干系统；液体部分送入油水分离系统处理。

高温法

适用对象 同化制法。

技术工艺 1. 可视情况对病死及病害动

物和相关动物产品进行破碎等预处理。处理

物或破碎产物体积（长×宽×高）≤125cm³

（5cm×5cm×5cm）。2. 向容器内输入油

脂，容器夹层经导热油或其他介质加热。3.

将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或破碎产

物输送入容器内，与油脂混合。常压状态下，

维持容器内部温度≥180℃，持续时间≥2.5h
（具体处理时间随处理物种类和体积大小而

设定）。4. 加热产生的热蒸汽经废气处理系

统后排出。5. 加热产生的动物尸体残渣传输

至压榨系统处理。

深埋法

适用对象 发生动物疫情或自然灾害等

突发事件时病死及病害动物的应急处理，以

及边远和交通不便地区零星病死畜禽的处

理。不得用于患有炭疽等芽孢杆菌类疫病，

以及牛海绵状脑病、痒病的染疫动物及产品、

组织的处理。

技术工艺 1. 深埋坑体容积以实际处理

动物尸体及相关动物产品数量确定。2. 深埋

坑底应高出地下水位1.5m以上，要防渗、防

漏。3. 坑底洒一层厚度为2~5cm的生石灰

或漂白粉等消毒药。4. 将动物尸体及相关动

物产品投入坑内，最上层距离地表1.5m以

上。5. 生石灰或漂白粉等消毒药消毒。6. 覆

盖距地表20~30cm，厚度不少于1~1.2m的

覆土

深埋覆土不要太实，以免腐败产气造成

气泡冒出和液体渗漏。应选择地势高燥，处

于下风向的地点；应远离学校、公共场所、居

民住宅区、村庄、动物饲养和屠宰场所、饮用

水源地、河流等地区。

化学处理法

硫酸分解法适用对象 同化制法。

技术工艺 1. 可视情况对病死及病害动

物和相关动物产品进行破碎等预处理。2. 将

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或破碎产

物，投至耐酸的水解罐中，按每吨处理物加入

水150~300kg，后加入98%的浓硫酸300~

400kg（具体加入水和浓硫酸量随处理物的

含水量而设定）。3. 密闭水解罐，加热使水解

罐 内 升 至 100℃ ~108℃ ，维 持 压 力 ≥
0.15MPa，反应时间≥4h，至罐体内的病死及

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完全分解为液态。

化学消毒法适用对象 被病原微生物污

染或可疑被污染的动物皮毛消毒。

技术工艺 盐酸食盐溶液消毒法。1. 用

2.5%盐酸溶液和15%食盐水溶液等量混合，

将皮张浸泡在此溶液中，并使溶液温度保持

在30℃左右，浸泡40h，1㎡的皮张用10L消

毒液（或按100mL25%食盐水溶液中加入盐

酸1mL配制消毒液，在室温15℃条件下浸泡

48h，皮张与消毒液之比为1∶4）。2. 浸泡后

捞出沥干，放入2%（或1%）氢氧化钠溶液中，

以中和皮张上的酸，再用水冲洗后晾干。

过氧乙酸消毒法 1. 将皮毛放入新鲜配

制的2%过氧乙酸溶液中浸泡30min。2. 将

皮毛捞出，用水冲洗后晾干。

碱盐液浸泡消毒法 1. 将皮毛浸入5%

碱盐液（饱和盐水内加5%氢氧化钠）中，室温

（18℃~25℃）浸泡24 h，并随时加以搅拌。

2. 取出皮毛挂起，待碱盐液流净，放入5%盐

酸液内浸泡，使皮上的酸碱中和。3. 将皮毛

捞出，用水冲洗后晾干。

7月13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为切

实做好畜牧产业扶贫整改，圆满完成《河南

省畜牧产业扶贫专项规划（2016~2020）》

各项目标任务，该局就全省畜牧产业扶贫

工作进一步作出安排部署。

省畜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脱贫攻

坚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第一民生工程。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该局已将畜牧产业

扶贫列为全省畜牧工作的重中之重，并要

求各有关畜牧局和局属各处室、局直各单

位以临战的姿态、扎实的作风，全力投入脱

贫攻坚工作。

在扶贫措施方面，将继续深入落实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将帮扶措施落

实到村户。按照省畜牧局“千企带万户”活

动方案要求，各县要调动10家以上畜牧企

业参与畜牧产业扶贫工作。按照省局畜牧

养殖技能培训工作方案要求，各地要建立

专家培训组织，落实培训经费，制定工作计

划，培育内生动力，切实搞好畜牧养殖技能

培训工作。各地还要加强与扶贫、金融、保

险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建立担保互助

基金和融资担保机构，发展特色产品保

险。根据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新型职

业农民的培育力度，引导贫困户与新型经

营主体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

（本报记者孙高成）

正阳县皮店乡潘庄村民兵连

基干民兵潘好胜，因掌握了生态养

鸭技术，拥有自己的“吉祥三宝”，

被当地民兵群众称为“鸭司令”。

“鸭司令”潘好胜的生态养鸭

“吉祥三宝”就是：稻鸭共育、鱼鸭

共养、种养共赢。

稻鸭共育，是潘好胜发展生态

养鸭业的第一法宝。2015年，潘

好胜参加了该县新型职业农民生

态养鸭培训后，在村民兵连的帮助

下，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该村500

亩稻田。他在稻田里放养鸭群，每

亩15只，从雏鸭开始放到稻田，饲

养两个月后，在水稻抽穗期将鸭赶

上田，再重新放一批雏鸭，待稻谷

成熟再赶鸭上田。预计两季稻鸭

共育收入产值15万元。他把7500

只雏鸭放在稻田共生共育，让鸭子

吃掉稻田里的杂草和害虫以及螺

丝和混鳅，排出的粪便用来肥田，

既有经济效益，又有巨大的生态效

益。通过“鸭稻共育”，他不打农药

少施化肥，每亩减少开支60多元，

生产出来的生态无公害绿色稻谷，

每亩平均增收120元，每年仅500

亩“稻鸭共育”的稻子就增收6万多

元。通过稻田自然生态条件放养

的成品鸭两个月赶鸭上田，每只平

均增重2公斤，按照“订单生态鸭”

每公斤卖到12元计算，比正常人

工养的高出一大截，每年销售生态

鸭10万元以上。

鱼鸭共养，是潘好胜发展循环

经济的第二法宝。2016年，潘好

胜又承包了120亩废弃的坑塘作

为生态养鱼场，水中养鱼，水面养

鸭，实行鱼鸭共养。去年，他在承

包的坑塘里放养价值10万元的鱼

苗，通过在坑塘里鱼鸭共养，不但

提高了鸭群养殖效益，还提高了养

鱼生产效益，大大节省了养殖成

本。他的养鱼塘还成了对外开展

垂钓的“乐园”，每个垂钓者每天交

20~30元，所钓的鱼按低于市场

10%的价格供垂钓者自愿购买，每

天仅钓鱼收入就有200多元，一年

下来生态养鱼场收入达12万元。

种养共赢，是潘好胜发展立体

农业的第三法宝。经过几年的摸爬

滚打，潘好胜终于摸索出一套“稻鸭

共育，鱼鸭共养，种养共赢，水面养

鸭，水中养鱼，塘内植藕，岸边种树，

树林圈鸭”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

如今，潘好胜在乡武装部和村

民兵连的帮助下，创办了家庭生态

养殖场，安置该村民兵就业 18

人。他也依靠稻鸭共育、鱼鸭共养

快速走上了生态养鸭致富的道

路。去年，他家生态养殖收入达30

万元，除了还清创业贷款，还滚动

发展创业资金60多万元，带动全

村青年民兵创办家庭养殖场3个，

培育出民兵生态养鸭专业户150

家。为了带动乡亲走共同奔小康

的路子，他规划在未来三年内，以

他的家庭生态养鸭场为依托，以青

年民兵生态养鸭专业户为骨干，注

册成立正阳县好胜生态养鸭专业

合作社。（范杰 赵俭雪 曹春阳）

“泰山压顶不弯腰，惊涛骇浪

不低头”。7月15日，征宇制药集

团怀着对雄鹰精神的崇拜，所发起

的经销商鹰才训练营在石家庄九

华山庄开课。从全国各地遴选出

的17名优秀经销商参加培训，美国

硕腾公司培训师刘建民前往授课。

培训中，学员们通过观看鹰的

精神视频短片，极大地提振了创业

热情。《DISC用户行为模式识别

力》《经销商绕不开的价值营销》等

课程的讲授，使学员们深深领会了

利他和创造用户价值原理的内涵，

提升了高效营销的技巧。专业拓

展各项训练活动，增进了学员们勇

于挑战、敢于创新、不畏艰难的拼

搏意识。一声声、一句句入营宣

言，深刻地展现出了学员们必胜的

信心和勇气。

征宇制药集团刘学彬说，该集

团一贯坚持“宁可为价格解释一阵

子，绝不为品质道歉一辈子”的发

展理念。鹰才训练营的启动必将

为征宇制药集团好产品营造出更

好的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孙高成）

兴达路街道“全城清洁”行动

再发力

为助力“双迎攻坚”工作持续

深入推进，7月15日上午，郑州市

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集中人

力对辖区重点道路、村庄进行了全

方位的卫生清扫。机关全体人员、

志愿者、村“三委”干部200余人参

加了本次活动。据悉，为了巩固活

动实效，进一步改善辖区卫生环

境，兴达路街道办事处精心组织，

积极行动，力掀“全城清洁”新高

潮。 （刘雅丽 马文静）

新野县开展宣传周活动

近日，新野县委统战部、县台

办在汉城、汉华街道办5个社区开

展为期一周的对台知识宣传教育

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

支持和参与对台工作的良好氛

围。 (张荣莲）

狂风过后快速消除隐患

7月10日晚，狂风大作，洛阳市

伊滨区李村镇部分路段树木与建筑

围挡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线路停

电。镇村领导立刻组织人员上路巡

查，清除路障，维修线路，修护围挡，

处置各种安全隐患125处，确保了

全镇道路、用电安全。 （温军伟）

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月，酷暑难耐，伊河吸引着戏

水的人。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安监

所对沿河、水库进行安全检查，沿路

发放防溺水宣传单，制止在危险地

带钓鱼的人，并对防溺水工作人员

在岗及设备携带情况进行突击检

查，确保无溺水事故发生。（温军伟）

征宇集团

开展鹰才培训活动

“正确处理客户投诉，是我

们供电所员工的一项基本技能，

能反映出我们的业务素质和工

作态度……”7月13日，新蔡县

供电公司组织62名供电所职工

进行优质服务培训，以推进“全

能型”乡镇供电所建设迈上新水

平。

此次培训从“全能型”乡镇

供电所概念、台区经理制、综合

柜员制、网格化服务理念等进行

详细讲解；同时，通过典型案例

直观展示，探讨分析如何提高服

务技能才能适应“互联网+”新形

势下的电力需求。以效率为核

心，提升供电所专业协同能力；

以客户为中心，提升供电所优质

服务能力；以绩效为抓手，提升

供电所内部管控能力，全力打造

“实力型、高效型、服务型、活力

型、文化型”的“全能型”供电所，

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通过本次培训，大家进一步

了解了“全能型”供电所建设的目

的意义，明确了目标，增强了信

心，掌握了方法，为今后更好地搞

好“全能型”供电所建设工作奠定

了基础。 (葛军赵婧希)

新蔡县供电公司：打造“全能型”供电所

兰考县曹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葛占伟（右）在陕西供销福地牧业有限公司的拱棚内考察。近日，由北京中农和赢农牧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为陕西供销福地牧业有限公司建造的8橦拱棚型猪舍竣工投产。该猪舍用防腐注塑钢管作骨架，顶部覆盖防火、保温、防

雨、防雪等保护层，两侧安装塑料卷膜和防蚊蝇窗纱，两端安装湿帘和通风机械，具有防寒、防暑、防火等功能，而且投资少、寿命

长、工期短、可拆装后再利用。 本报记者孙高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