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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猪价进入震荡爬升期

汝南农民赶着羊群奔小康

汝阳县

春季动物防疫
不漏户不漏针

近期，面对生猪市场销售价格逼近

10元/公斤，还有持续走低的趋势，广大

生猪养殖业者皆是一脸迷茫、无奈。部

分规模养殖企业更是“关门歇业”停止生

猪饲养，另辟蹊径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

在资源、环境和当下市场销售价格

低迷的挤对下，广大生猪养殖业者要想

越过“火焰山”并行稳致远，除了需要积

极面对、沉着应对外，还要降低消耗，杜

绝浪费，精打细算控制养殖成本，在“逆

境”中把损失降到最低，才可能有机会获

得收益。

管理人员需要减员。从实际情况

来看，近一半以上的规模化养猪场经营

模式属于家庭或家族性质，工作人员基

本为家庭（族）成员。因此，各规模化养

猪企业须树立人才第一战略理念，结合

自身实际，科学定位各部门的工作职能，

优化各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明确每名员工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以相

对较低的人工工资成本发展生猪生产。

物资浪费需要控制。纵观各规模

化养猪企业，其浪费的情况不一样。但

主要集中表现有：一年四季使用同一品

种饲料，育肥猪过大未适时销售，“僵猪”

未能及时处置等，都直接造成了饲料等

物资的浪费。同时，长期使用一种消毒

液未达到消毒杀菌的效果、无休止冲洗

猪圈污物等，一定程度也使得养猪场的

水、电等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上述种种

看似小问题，但累加后，浪费的数额往往

令人吃惊。所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

起，切实控制物资浪费十分必要。

养殖模式需要贯彻。各规模化养

猪企业应认真学习贯彻农、林、牧结合的

各种生态养殖新模式，在投入有限资金

的同时，降低因环境保护等各类新矛盾

的支出。建议各规模化养猪企业因地

制宜，积极推广如猪粪喂鱼、鱼塘废物做

植物肥料，以沼气为纽带，“养殖—沼气

—种植”结合，物质多层次循环利用的饲

养模式，解决猪粪尿对水资源环境和农

田的污染，从而有效保护养猪区域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总而言之，面对当前此情此景，各

规模化养猪企业唯有从自身实际出发，

“趋利避害”，发挥优势，综合施策，才能

走出养猪利润空间遭受严重挤压的“雾

霾”，并获得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翟诗明）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近日，记者从

省畜牧局获悉，为加快我省优质草畜产业

转型升级，《河南省2018年推进优质草畜

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近日下发，提出将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做强肉牛业、做优奶产业、做大羊产

业，推进我省草畜业加速转型升级。今年

的目标任务是新增肉牛20万头、新增生

鲜乳20万吨(优质奶牛5万头)，积极推进

扩大粮改饲试点范围、培育母牛繁育基地

等重点工作。

《方案》明确了产业发展年度工作目

标：围绕到 2020年完成全省新增肉牛

100万头、高品质生鲜乳100万吨、饲料

作物种植面积500万亩，新增产值1000

亿元的产业发展的总目标，确保2018年

新增肉牛20万头，新增生鲜乳20万吨(优

质奶牛5万头)，试点县完成粮改饲面积

80万亩、示范带动全省饲料作物种植面

积260万亩。

为实现年度目标任务，《方案》列出

了10项工作重点。扩大粮改饲试点范

围，充分利用国家补贴资金，科学选择

邓州等56个试点县，制订实施方案，扩

大实施主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培育母牛繁育基地，利用省肉牛奶

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启动实施省级

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项目，继续对

洛宁等 41 个项目县存栏基础母牛 10

头以上的养殖户进行补贴。利用省肉

牛奶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新建

在建存栏 500头以上的肉牛奶牛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加快推进卢氏、民

权、洛宁科尔沁及上蔡首农肉牛养殖

基地建设。

《方案》指出，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统

筹运用肉牛奶牛产业发展、粮改饲试点、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等财政涉农专项资金

和省级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农业综合开

发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优质草畜产

业发展，扶贫资金重点向优质草畜产业

倾斜。创新金融支持，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优

质草畜产业。积极推进肉牛奶牛保险政

策落实，重点在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增量

项目县持续推进肉牛基础母牛政策性保

险试点，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奶牛保

险。

本报讯 （记者孙高成）4月12日，

“金牧工程”战略发展联盟助推淮阳脱贫

攻坚活动启动，淮阳县100家规模化蛋

鸡养殖场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此次活

动由淮阳县政协提案委员会、淮阳县农

牧局、“金牧工程”战略发展联盟共同主

办，淮阳县科协、淮阳县残联、天津生机

集团等单位协办。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开局之年，也是淮阳县脱贫攻坚决胜

决战关键时期，“金牧工程”战略发展联

盟决定发挥联盟自身规划设计、畜舍建

造、人才培训、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粪

污利用、融资保险，以及种畜禽、饲料、

兽药、养殖设备研发生产和畜产品加

工、生产、品牌营销等精粹资源，对淮阳

县中型、中大型养殖场户实施全方位、

多角度一条龙式的精准帮扶，并酌情安

排该县贫困户从事畜牧业生产或畜牧

业生产资料营销，助推淮阳脱贫攻坚。

淮阳县政协副主席刘卫洁指出，

淮阳县是农业大县、畜牧大县。“金牧

工程”战略发展联盟助推淮阳脱贫攻

坚工作以畜牧业为抓手，以产业基地

示范带动为主线，对贫困户实施精准

帮扶的措施很接地气，符合精准扶贫

的相关要求。

淮阳县农牧局局长郑允表示，“金牧

工程”战略发展联盟助推淮阳脱贫攻坚

工作的开展，是落实国家畜牧产业扶贫

指示精神的重要行动，是淮阳县畜牧业

发展中的一大喜事。

“金牧工程”战略发展联盟在淮阳

县影响力养殖科学技术协会设立了联

络站，安排专人负责各项活动的衔接、

协调和实施。此外，天津生机集团工

程师李凤岩、周口市畜牧局总畜牧师

刘建忠、周口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研究

员欧广志等人在启动仪式后还进行了

专题技术讲座。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 何难）4月14

日，河南省奶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

会暨河南奶业发展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郑春雷为会长，

高腾云、唐洪峰、赖登明等为副会长，茹

宝瑞为秘书长的河南省奶业协会第三届

理事会，第三届理事会聘请杨文明继续

担任名誉会长。大会审议通过了《河南

省奶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河

南省奶业协会章程》《河南省奶业协会会

员管理办法》《河南省奶业协会第二届理

事会财务报告》等事项。省畜牧局党组

成员杨文明、农业农村部畜牧业司奶业

处副处长邓兴照、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

长李栋、省畜牧局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赵玲等出席会议。

我省是国家规划的奶业优势区域，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奶业牢牢把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持保供给、保生

态、保安全，围绕“种好草”“养好牛”“产好

奶”“创品牌”“讲好奶业故事”，着力促进

奶业转型，产量稳步提高，质量稳步提升，

现代奶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奶产量多年

稳居全国第四位。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奶牛养殖企业、乳

品加工企业、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河南

省奶业协会围绕奶业发展，团结和引领全

省广大奶业工作者，充分发挥“服务、协

调、自律、维权”作用，以提单产、降成本、

增效益为目标，以强监管、保安全、优结构

为核心，积极宣传贯彻奶业方针政策，组

织开展了系列活动，增强了奶业发展活

力；配合开展奶牛单产提升行动，为奶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积极推广

新业态，促进了奶业转型升级；积极维护

奶农权益，推动建立奶业公平生产秩序。

省奶业协会已经发展成为政府工作的有

力补充，也成为行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推

动力，得到了政府、产业上下游和社会各

界的认同，为全省奶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我省奶业发展迅速，成效显著，已成

为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中最具活力、

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但是我省奶业发展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新当选的河南省奶业协会会长郑春

雷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充分发挥“智囊

团”“传播器”和“稳定器”等作用，牢记奶

协初心，努力提高服务能力；突出问题导

向，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加强自身建设，努

力规范自律行为；创新模式机制，持续推

动奶业发展。通过不断努力，把模式探索

好，把成本降下来、质量提上去、品牌树起

来，让消费者旺起来，力争在新时代为奶

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议期间，还组织召开了河南奶业

发展研讨会，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农业农村部畜牧

业司奶业处副处长邓兴照，省畜牧局畜

牧处副处长常杰，广东省奶业协会原会

长王丁棉，花花牛乳业副总裁杨永等行

业领导专家分别就“奶业经济形势分

析”“新时代奶业研究”“环保新政下如

何健康有序发展奶业”“中小牧场现状

与发展研究”“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促进

企业转型升级”等9个专题进行了深入

研讨交流。

本报讯 连日来，汝阳县畜牧局工作

人员在做好龙头养殖企业春季动物疫病

防疫工作监督、技术指导的同时，翻山越

岭，进村到户及时对畜（禽）养殖户全面有

序开展春季动物疫病防疫工作。

近年来，汝阳县结合当地实际，围绕

牛、羊、猪、鸡等畜禽养殖，积极创建标准

化规模化养殖企业，努力打造畜牧知名

品牌。在做大做强畜牧业龙头企业的同

时，今年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开

始后，为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当”，以

达到“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

不漏畜（禽）、畜（禽）不漏针”的目标，确

保2018年春季动物疫病免疫工作按时

间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确保全县不发生

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有效促进全县畜

牧业健康发展，该县畜牧局采取领导分片

包乡，一般工作人员包乡、包养殖场，层层

落实免疫责任制。加强对畜牧企业春防

监督、技术指导，各乡镇动物卫生监督分

所工作人员走进农户，对农户家养畜禽进

行及时集中免疫，确保户不漏畜禽。

目前，该县春季动物疫病防疫工作第

一阶段30天集中力量免疫猪、牛、羊口蹄

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已顺利结束，共防疫

家禽98万只，猪8.6万头，牛、羊5.8万头

（只）。（康红军 王禹良）
春暖花开，绿草如茵。4月11日，汝南县常兴镇韩寨居委会农民谢腊梅的羊群在草地上享受着大自然恩赐的美食。近年来，谢腊

梅利用当地食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平均每年养殖肉羊30多只，年收入3万余元。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摄

《河南省2018年推进优质草畜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出台

河南省奶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召开

“金牧工程”战略发展联盟

助推淮阳脱贫攻坚

自今年1月以来，生猪价格持续下

跌，尤其是春节过后，价格下跌更为明

显。截至3月最后一周，全国生猪平均出

场价格每公斤 10.89 元，比年初下降

28.2%，比去年同期下降33.2%，比本轮

猪周期最高点下降48.3%，为2012年以

来价格最低点。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今年生猪产能

将进一步释放，市场供给仍将保持充足

状态，不过能繁母猪存栏量减少、环保禁

养限养政策趋严等因素也会对生猪价格

形成一定支撑。

从猪周期的运行态势来看，进入

2018年，生猪大盘的价格走势确实是下

降的，业内认为这个态势短期内不会结

束，甚至下行周期也会和上行周期一样有

所延长。不过就当前的猪市来看，供需博

弈并且出现了微幅的好转，预计4月份猪

肉价格难以出现猛跌或者猛涨的情况。

近期，随着“五一”“端午”等节日临

近，猪肉消费需求将有所回升；饲料价格

上涨对生猪价格走势形成成本支撑；近

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我国对美国进口

猪肉及副产品加征25%关税，有利于减

少进口猪肉量和国内市场供给，稳定国

内市场价格。

随着需求的逐渐恢复以及大猪的消

化，进入5月份之后生猪价格走势会出现

转好的态势。专家提醒，尽管5月份之

后，猪肉供应量逐渐减少以及户外消费

比例提升，会提振猪肉价格逐渐回升，但

是整体的盈利水平依旧不会特别高，而

且要警惕集中出栏风险。（本报综合）

新密市
技术服务上门
推进畜牧业扶贫

本报讯 近日，新密市畜牧局召开畜

牧产业精准扶贫推进会，该局将组织畜牧

技术人员为从事畜牧养殖的贫困户提供

上门服务，提高贫困户的饲养技术，确保

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据了解，该局将组织疫病防控人员

及村级防疫员组成养殖技术服务队，对

从事养殖的贫困户进行养殖技术指导和

动物疫病防疫服务，要求每月至少一次

上门走访或者电话回访。对养殖贫困

户，要主动上门服务，做好强制免疫、抗

体检测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保障贫困

户的养殖收益。（张丁元）

伊川扶贫牛带动贫困户
近日，在伊川县鸦岭镇亓岭村的成兴牧业西门塔尔种牛繁育扶贫示范基地，第一批

320头西门塔尔母牛长势良好。该基地占地200余亩、年存栏量达5000头，可带动800

户贫困户增收。葛高远董俊峰摄今年新增肉牛20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