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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8年畜牧业质量年行动方案出台

质量兴牧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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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辉）为引导我省畜

牧业加快向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

化发展，日前，省畜牧局印发了《河南省

2018年畜牧业质量年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指出在质量安全上，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在转型升级上，打造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全省肉蛋

奶产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清洁生

产上，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达到82%以上，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

68%以上。

《方案》提出，要以质量为导向，坚持

质量兴牧、绿色兴牧、品牌强牧，加快转变

畜牧业生产方式，积极构建现代畜牧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大力推进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畜牧业

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升

级。

《方案》要求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行

动。推进全省由种养业大省向种养业强

省转变，打造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实施肉牛奶牛

“双百万千亿级”产业化工程，全年新增优

质肉牛20万头、奶牛5万头。搞好畜牧

业空间规划，实行以发展空间确定养殖规

模、以养定种的种养良性循环发展。指导

漯河等5市继续开展省级生态畜牧业示

范市创建活动，积极培育农牧结合养殖规

模场。加快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调整，扩

大青贮玉米种植面积，全年完成粮改饲种

植面积80万亩，示范带动全省优质饲草

料种植面积发展到260万亩。加强畜禽

良种资源保护，积极发展特色养殖，满足

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开展绿色养殖加工

技术创新与推广，提升畜牧业绿色化发展

水平和质量水平。

《方案》要求大力推进生产标准化推

进行动。加快地方标准立项、备案、评审

进程，建立完善符合全省畜牧业发展和畜

产品质量安全实际的检验检测标准体

系。修订完善豫产生猪、肉牛、蛋鸡、肉

鸡、奶牛生产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建立

河南畜牧业标准体系。加大新制修订的

兽药残留限量标准、行业标准、农产品品

质标准宣贯培训、技术推广和使用指导，

推进规模以上养殖场按标生产。加快建

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提高设施装

备建设水平。鼓励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通过“订单生产”等形式，带动中小规模畜

牧企业（场户）发展标准化生产，提升产业

素质。

《方案》鼓励畜牧企业进行无公害农

产品、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HACCP

等认证认可，不断提升畜牧企业标准化、

规范化、制度化生产水平。积极培育“豫

产”特色畜产品品牌，满足中高端市场消

费需求。积极创建特色畜产品优势区，力

争将夏南牛、豫南黑猪、道口烧鸡等全省

地方特色畜产品列入国家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创建范围。同时，争取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整市、整县推进试点项目。推进农

村垃圾治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任务的圆满完成。积极开展兽用抗菌

药减量使用示范创建，鼓励引导养殖大

县、龙头养殖企业开展兽用抗菌药减量示

范创建，带动各类养殖主体科学使用抗菌

药。严格规范饲料生产企业商品饲料、养

殖企业自配料生产加工行为，推动铜锌等

金属元素减量使用，饲料产品中铜、铅、

锌、砷等重金属含量合格率不低于95%。

此外，为保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方

案》提出，要深入开展兽药残留、“瘦肉

精”、私屠滥宰等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饲料兽药“假冒伪

劣、违禁超限”、添加使用“瘦肉精”等违禁

物质、购销运输不合格生鲜乳、收购加工

病死畜禽、生猪私屠滥宰、肉品注水或注

入其他物质、逃避或抗拒动物检疫执法等

不法行为。构建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

系，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档案，完善

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率先将生猪、

生鲜乳和绿色、有机、品牌畜产品纳入追

溯管理。

3月19日，宁陵县华堡镇高楼村养殖户高绿林在查看仔猪生长情况。近年来，宁陵县华堡镇高楼村田辉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帮扶贫困户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闫占廷摄

勤劳致富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通过勤劳达到致富也是每一个人

都渴望达到的目标。搞特种养殖不失为

农民勤劳致富的一种好方式。

不同于普通养殖，特种养殖中的“特

种”二字决定了养殖的独特性，这也意味

着该养殖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稀缺性

和特殊性，能在琳琅满目的产品中脱颖

而出，吸引消费者的眼光。同时，因为其

特殊的属性，往往供不应求，特种养殖大

有可为。

但特种养殖区别于普通养殖，不仅

仅在于其养殖类别的不同，对于技术的要

求也与普通养殖有所区别，而且通常而

言，技术要求会更高。这必然对欲投身于

特种养殖的农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想要搞特种养殖，除了选择需

要养殖的种类之外，农户还必须考察、学

习其对于养殖的技术要求。看该养殖对

于场地、喂养、注意事项等要求自己是否

能够做到，必须心中有数，而不能盲目进

入，以免投资打了水漂。

同时，从事特种养殖还必须对市场

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固然特种养殖产

品通常而言都会受到市场的欢迎，一般

不会愁卖不出去。但是不同的地区、不

同的时节、成熟度不同的市场，对于特种

养殖产品的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以蚂

蚱为例，连州市场的蚂蚱消费能力其实

并不大，但连州离蚂蚱的理想消费市场

珠三角地区并不远，为此可以进行蚂蚱

养殖。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如果想从事

特种养殖，必须要考虑该养殖产品的市

场，否则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

此外，特种养殖还需要注意规模

化。以特种养殖能够申请到的一些奖补

资金为例，这些奖补项目对于特种养殖

都有规模要求，必须符合条件才能够进

行申请。此外，对于市场而言，小打小闹

的特种养殖产品显然也不足以应对销售

需求，不足以培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与此同时，规模化的养殖对于人手也有

一定的要求。如此种种，都需要农户做

好心理准备，以仔细研判自己是否适合

投身其中。

总而言之，欲从事特种养殖，需要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好研判，既要考察

本地的基本情况，同时也需要从自身的

条件出发，认真甄别、筛选养殖项目。勤

劳当然能够致富，但前提是选择的方向

是对的，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一帆风顺。

（段灿）

日前，中国农大“农博士在线”值班博

士、动科学院“牛精英”团队的肖鉴鑫与动

科学院曹志军副教授组织“牛精英”团队

赴固始县开展调研，指导当地牧场实行科

学养殖，着力解决该县肉牛发病率高、生

长速度缓慢等问题。

经过走访牧场，“牛精英”团队发现，

肉牛养殖在固始县发展极具潜力，但该

县养殖理念和技术较为落后，牧场在育

肥牛选购和日常管理上没有完整的方案

和制度。针对这一问题，肖鉴鑫博士建

议牧场：一是要建立自己的能繁母牛场，

保证公犊的充足供应；二是完善落实选

牛评价体系，培养专业育肥牛采购员；三

是防疫工作要重视，按时、按质、按量地

完成新进牛群的消毒和免疫程序；四是

提升养殖人员专业素养，聘用专业技术

人员，如驻场兽医、营养师等，为牧场服

务。

“牛精英”团队还发现该县牧场目前

缺乏科学的营养搭配，时常调换饲料配

方，不能根据肉牛生长或育肥所需的营养

物质进行科学的饲料搭配，导致肉牛生长

速度较慢，总体产量较低。因此“牛精英”

团队建议在肉牛的饲养上，要避免长期使

用单一的饲料，要根据肉牛的生长阶段进

行合理的营养搭配，保证肉牛的健康生

长。针对牧场信息化管理不健全的问题，

团队建议牧场切实做好数据统计工作，定

时记录肉牛增重和发病情况，实现牧场的

数据化和精细化管理。

为更好分析当地牧场的饲料问题，

“牛精英”带回了饲料样品并进行检测。

曹志军副教授指出，牧场生产的秸秆微

贮饲料品质不稳定，有待优化，可考虑与

其他营养素复合，提高其附加值；同时考

虑菌种升级或不同菌种比较，筛选新一

代菌种，提高发酵品质；另外，可以通过

更高效的秸秆利用，帮助牧场节本增

效。（王亚运）

近年来，方城县积极探索新型生态养

殖模式，深化“三化一带”战略，树立“生殁

双循环”理念，把养殖业与种植业结合起

来，使畜禽养殖逐步由传统精放型向技术

集约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引

领畜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该县申报实施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

示范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及河南省基

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创新试点县

项目，创建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场8家、省级畜牧业生态示范场4家、市

级农业产业化畜牧重点龙头企业7家。

方城县鸿旺牧业有限公司和南阳东嘉农

牧开发有限公司两家大型畜牧企业均建

成生态循环产业园，实行种养结合，朝着

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为完善畜禽防疫网络，有效防范畜

禽疫病扩张蔓延，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该县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日处理病死畜禽

12吨，病死畜禽收储、无害化处理实现全

覆盖。依法关闭搬迁禁养区内规模养殖

场12家，177家规模养殖场建成粪污治

理设施。福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

ROOT模式，加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建

成年产2万吨有机肥的加工厂，辐射全县

各乡镇（街道）和畜牧养殖业集中村。

2017年，该县规模以上养殖场249

家，其中30万头以上规模养猪企业3家，

30万只以上规模蛋鸡养殖企业2家，万只

以上规模养羊场两家。肉、蛋产量分别达

7.8万吨和3.3万吨，实现畜牧业产值23.7

亿元。（张栋察）

今年春节前蛋价创下近年来的高

峰，蛋价在主要产销区持续的每斤4元以

上。春节假期结束，鸡蛋主要产销区价格

较节前下跌1元左右。尽管不如市场上部

分乐观者的预期，但长时间的持续高价也

证实了整体供给偏紧的事实。

根据市场消息，蛋鸡存栏在继续淘汰

鸡的推动下保持较低水平，鸡蛋价格受此

支撑将继续保持强势，蛋鸡养殖利润持续。

从在产蛋鸡存栏数据来看，当前鸡蛋

供应仍处在低谷，在产蛋鸡存栏仅有不到

11.5亿只，市场处于供给偏紧的状态。从

鸡龄结构进行预测得出的结果显示，直到

5月，在产蛋鸡存栏才能恢复到11.5亿只

以上，5月之前的鸡蛋供给将出现持续偏

紧的状态，而5月之后，随着后期育雏鸡的

逐渐开产，在产蛋鸡存栏量预计将呈现较

大幅度的上升。

自2017年8月以来，整体育雏鸡补

栏增多，在鸡蛋价格保持高位，养殖利润

持续向好的情况下，预计蛋鸡养殖产业空

栏率将逐渐下降，除了育雏鸡补栏量维持

高位震荡，大量的青年鸡场将提供另一股

鸡蛋产能。(魏鑫）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长效机制，近日，新密市畜牧局决定

将建设6个病死畜禽无害化收储中心,配

套建设管理房、冷库、输送带、车辆消毒

池、消毒设备以及电子监控设备。

该项目建成后将对病死畜禽进行统

一收集，实施集中无害化处理，消除疫

情隐患，更好地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乔君丽）

本报讯 3月21日，济源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志愿服务队走进克井

镇贫困村茶店村开展春季生猪疫病防控

技术培训，为养殖群众送上了一场丰盛的

科技大餐，助力脱贫攻坚。

济源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高级兽医师赵建东与参会养殖群众深

入交流，充分了解当前主要猪病的发生、

流行情况，紧紧盯住养殖户密切关注的重

点病防治技术进行细致深入地讲解。生

动鲜活的实际例证，引起了养殖户们的共

鸣，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此次培训紧紧围绕困扰养殖致富的技

术难题，专家支招，指点迷津，有效提高了养

殖场户防病治病的意识和能力，增强了群众

致富创业的积极性。（济源市农牧局）

本报讯 按照春季饲料、兽药专项整

治行动的统一部署，近日,新野畜牧局开

展了春季兽药和饲料市场监督检查。

畜牧执法人员每到一户重点查看经

营户的经营证、照，经营台账，检查经营者

是否有违法经营不合格兽药和饲料的行

为，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营兽

药和饲料，对没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经营兽药和饲料的经营户畜牧执法人员

提出限期整改，并当场下发了《饲料、兽药

经营告知书》、签订了《饲料兽药经营承诺

书》。（新野县畜牧局）

3月中旬以来，灵宝市故县镇畜牧站组织专业防疫队，在辖区26个村展开春季防疫

工作。目前，已完成399个畜禽养殖场（户）的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并指导养殖场（户）完善

了免疫档案。邢博伍晓革 摄

本报讯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最

新一批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查验场名

单。目前全国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查验

场数量已达74个，

按照文件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指定

口岸/指定查验场综合进口能力将高达

2144.44万吨。去年我国进口肉类总量

409.9万吨，仅为口岸综合进口能力总量

的1/5。

据悉，中国猪肉占世界猪肉51%的

消费量，而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约59公

斤，达到世界平均数的两倍，国人对肉类

制品消费较高。

而近年来，我国进口肉数量也在逐

渐上升，2014 年进口猪肉 56.4 万吨；

2015年进口猪肉77.7万吨；2016年进口

猪肉162万吨；2017年进口猪肉121.7

万吨。去年受生猪市场行情影响，进口

肉数量较前一年相对减少，但仍处高位。

随着指定口岸/指定查验场陆续投

入运营，大幅降低时间成本和物流费用、

有效提高通关效率。而随着进口肉类的

综合成本下降、肉类进口企业可能会进

一步增加进口货运量。(龙振辉)

全国进口肉类指定口岸达74个
进口能力2144万吨

灵宝

扎实做好春季动物防疫

中国农大“牛精英”团队把脉固始肉牛养殖

方城县生态养殖引领畜牧业转型

上半年蛋价仍将保持坚挺格局

济源市
烹饪科技大餐
助力脱贫攻坚

新野县
开展春季饲料兽药
市场监督检查

新密市
将建6个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收储点

宁陵发展养殖业 脱贫致富快

市场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