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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辉）5月12日，河

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郑

州举行。省畜牧局局长王承启、省畜牧局

党组成员杨文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

家及各省辖市、直管县畜牧局主管局长、

畜牧站长1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报了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职责及组成人员产生办法，公布了第一届

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成员名单，并向特

聘专家和全体委员颁发了聘用证书。

会议总结了我省近年来地方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取得的成

绩。我省是畜禽遗传资源和畜禽种业大

省，具有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资源。近年

来，全省各级政府和畜牧部门对畜禽遗传

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保

种方向和主体初步明确，种质创新成效显

著，地方资源优势初步显现，产学研推结

合日益紧密，多元化投入机制不断完善。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畜禽遗传资源生存空间压缩，资源保护

能力较弱，资源的优势研究不深等。

会议强调，畜禽遗传资源是促进畜牧

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物质基

础，是培育畜牧优势产业的重要资源，面

对畜禽遗传资源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及

时成立我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对进一

步加强我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

用工作、畜禽遗传改良与评估工作，加快

我省畜牧业现代化建设，实现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要求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及专

家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对地方畜禽品种

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要进行深入调查研

究，积极建言献策；要经常深入一线，切实

搞好技术服务工作；要积极申报课题，开

展前瞻性的技术研究与创新；要珍惜机

遇，遵守学术规范，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学术氛围。要求各省辖市、直管县要强化

责任意识，理清思路，编制各地保护利用

规划；要积极引导落实扶持政策，建立市

场化、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要探索建立以

开发促保种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以开发

促保种，保用结合的新模式。

王承启代表省畜牧局党组，对首届畜

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提出了希望。他指出，

一是希望把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打造成

地方畜禽良种的大港湾，用心呵护好我们

的优良地方品种，成为畜禽资源的守护

者。二是希望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能够

在保护好地方良种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优

良特性，在挖掘开发当中实现更高层次的

保护，成为资源保护的拓荒者、开发者。

三是希望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能够成为

地方良种培育的大平台，实现科研共享、

数据共享、人力财力共享，在地方品种培

育上创造更大的成绩，为我省良种业高地

作出重要贡献。四是希望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切实整合方方面面的力量，开展各

种形式的培训，加强人才引进，扩大开放，

打造专业智库。五是希望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加大宣传，提升河南特色品种资源

品牌文化的影响力，成为资源保护利用的

宣传者。六是希望各委员能够及时向省

委、省政府，省畜牧局和省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提出各种合理化的建议，推动开发

利用工作开展。

对下一步工作，王承启提出，要在地

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上做到

“五结合”：品种开发利用与产品品牌建设

相结合，品种开发利用与地方标准、企业标

准相结合，品种与资源保护相结合，原种与

商品品系培育相结合，本地开发与走出去

相结合。通过“五结合”，把我省的优良畜

禽品种开发好、利用好。下大力气，举全省

之力，逐个品种开发利用，让示范成为最好

的带动。今年争取我省畜牧方面有产品能

够列上农业农村部区域优势产品名录。

此外，会议还对2018年度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涉牧民生实事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你看看，俺这一笼笼的肉鸽，一年

能给俺带来20万元的经济收入，这些

鸽子真算是俺家的‘摇钱树’啦！”5月

21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龚庄村

养鸽能手刘克宇一边给鸽子喂食，一边

高兴地说（如图）。10年来，刘克宇与

鸽子为伍，从昔日一个不懂家禽养殖的

“门外汉”,到如今成为全乡养鸽致富的

带头人，他凭借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在

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走进刘克宇的养鸽场，一排排整齐

的鸽笼映入眼帘，白色、灰色、棕色的鸽

子争先恐后地啄着食槽里的鸽粮，上万

只鸽子“咕咕”地叫着。刘克宇每天起

早贪黑，给鸽子喂食、打扫鸽笼、注射疫

苗。

刘克宇为何会成为“养鸽迷”？话

还得从十年前谈起。

2008年，从广州打工回乡的刘克

宇怀揣着“第一桶金”2万元，准备在家

乡干一番事业。当年，他靠卖肉鸽就收

入9000多元，这增强了刘克宇养鸽子

的信心。2009年春季，刘克宇多方筹

措资金，投资10万元，在村头废闲地里

新建了一个占地2000平方米的养鸽

场。

“当时，养鸽子的人很少，基本没有

经验可以借鉴，对于整个家庭来说，经

济来源也很有限，养鸽子只是为了增加

家庭收入。”至今想起养鸽子的初衷，刘

克宇感慨地说。

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使刘

克宇走上了致富路，如今，他的养鸽场

已经发展成为梁园区规模最大的肉鸽

养殖基地。目前基地存栏种鸽3000

余对，乳鸽1万多只，年销售肉鸽收入

突破20万元。同时，在乡政府的积极

引导下，他还帮扶周边村庄5户贫困

群众进行产业脱贫，带动贫困户从事

特色养殖业发展致富。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作为全乡的养鸽致富带头

人，刘克宇表示，靠自己努力创造的劳

动果实才甜美，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

要勇敢面对，只要坚持总会获得回报。

（杨艳陈臣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扶贫攻坚力

度，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近期，济

源市农牧局下发《关于开展仔猪扶贫保险》

的通知，鼓励探索仔猪养殖保险，为广大贫

困户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平安产险积极响

应，第一时间为轵城镇、大峪镇辖区内贫困

户所饲养的仔猪提供仔猪养殖保险，保障

仔猪养殖过程中所发生的疾病、意外事故

等，从而实现生猪饲养全流程的风险保障。

目前，我省已开展的养殖业政策性补

贴保险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对于仔猪

保险领域还是空白。

此次济源市仔猪养殖保险的推行，丰

富完善了生猪保险体系，弥补了仔猪养殖环

节风险防范的空白，实现了生猪养殖全程风

险保障。同时，创新了农业保险品种，为现

代畜牧业发展探索了路子。（济源市农牧局）

济源
推行仔猪养殖保险
提供养殖全程保障

本报讯 近日，确山县食品药品监管

局联合畜牧局开展肉品市场专项整治，严

防不合格肉品流入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以菜市场、超市、学校

及大型餐饮等单位为重点，检查组每日对

重点区域进行突击检查，每周对重点区域

进行一次全覆盖巡查，严查生鲜猪肉“两

章两证”情况，严防“白板肉”、病死、来源

不明或不合格的生鲜猪肉流入市场。

截至目前，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

人员377人次，召开座谈、约谈会13场

次，约谈肉品经营者175人（次），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书56份，查获未经肉品品质

检验猪肉210公斤，对违法行为予以立案

查处。（确山县畜牧局）

确山
开展联合执法
整治肉品市场

“鸽子迷”刘克宇的致富经

守护畜禽良种资源
搭建良种培育平台
河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成立

去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印

发方案，支持200个以上畜牧大县整县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争取到

2020 年，整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那么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过程中，有哪些点或技术可以进行

创新乃至迫切地需要革新呢？

首先，应当因地制宜推出更多适合

中小养殖户的治污模式。近年来，我国

规模化养殖程度逐年攀升，尽管如此，中

小养殖户的数量仍然占比不小，对于养

猪业来说，这一数值依然有 50%左右。

与规模养殖户相比，无论是人力还是财

力，中小养殖户都没有优势可言，除非有

更适合的治污模式，能做到省时又省力。

其次，应积极开发新型的绿色饲料，

减轻污水处理的污质，同时降低粪污处

理的成本。绿色饲料是一种可以从源头

减污的新型饲料，这两年正在崛起，希望

更多养殖户可以用上，这样处理粪污时

就会简单很多。

再次，在财政补贴上应当有所创新，对

中小养殖户应该有所倾斜，但同时也要构

建严厉的惩罚机制。粪污处理的设施投入

比较大，短期难以回本，中小养殖户很难承

担，因此应对中小养殖户予以重点关注。

最后，有机肥施撒的器械急需创新。

当前，有机肥施撒主要以果菜茶为主，大

田作物由于分布散，经济效益低，用得较

少，同时，有机肥施撒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普通种植户难以匹配。大田作

物施用有机肥缺乏国产农用机械支撑，

亟待国产农机大厂跟进制造。此外，要

探索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补贴有机肥

施用作业，并撬动社会资源组织跟进，解

决劳动力负担问题。

本报讯 5月17日，从渑池县农业

畜牧局传来消息，省畜牧局已批复对豫

西脂尾羊实施省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

由渑池县组织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

豫西脂尾羊为河南省地方优良畜禽

品种，已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库。豫西脂尾羊属蒙系绵羊，源于中亚

和远东地区，经过豫西人们长期驯化选

育而成，多为白色，公羊角呈螺旋形，母

羊大无角，其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

具有耐粗饲、抗病力强、适应性好等特

性。

“根据2017年河南省地方畜禽遗传

资源动态调查及数据采集结果，目前豫

西脂尾羊在全省仅渑池县还有饲养，但

存栏量也仅仅剩下50余只。”渑池县农

业畜牧局畜牧师、豫西脂尾羊品种资源

保护利用项目负责人李玉法介绍说，近

年来，受牧坡面积减少、散户养殖退出、

经济效益不佳等因素影响，豫西脂尾羊

的养殖规模逐渐萎缩，品种资源已濒临

灭绝。

为有效保护豫西脂尾羊种质资源，

渑池县向省、市畜牧部门反映情况，争取

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支持。省畜牧局

高度重视，在专家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专

题研究批复将渑池县列为豫西脂尾羊省

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地，并拨付省级畜

禽品种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开展抢救性

保护工作。

渑池县农业畜牧局局长张希保说，

下一步，渑池将开展豫西脂尾羊品种登

记、性能测定、选育固化、提纯复壮、数据

采集等，制定完善豫西脂尾羊地方标准；

采取组建品系、建立系谱、固定优良基

因、去劣去杂、扩群增量等措施，力争三

年内使豫西脂尾羊种群数量稳定在500

只以上。（刘武王峰）

5月19日，一名老人头戴草帽，一手拿

着羊鞭，一手拿着唱戏机，赶着30多只羊

向绿草如茵的臻头河南岸走去。这个老人

就是汝南县常兴镇西王庄村的王开元。

“俺养的这30多只羊，吃的是无公害

的青草，喝的是纯天然的臻头河水。你

看，白山羊个个毛色发亮，膘肥体壮。”已

经81岁的王开元说起自己养羊的事，爬

满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

王开元和老伴有4个孩子，儿女们均

已分开单过。4年前，为让父母在家安度

晚年，老两口的6亩责任田由两个儿子轮

流种植。但是，忙活儿了一辈子的王开

元，看到依山傍水的臻头河岸边草绿水

清，决心自食其力，依靠养殖白山羊增加

收入，减轻儿女们的负担。

于是，2014年春，他借钱从外地买来

5只成品槐山羊母羊喂养，开始走上养羊

致富路。

每天9点，只要天不下雨，王开元都

会准时赶着羊群向臻头河岸边走去。“那

儿就是山羊的‘食堂’。”王开元说。羊很

不好管理，王开元在放羊时摔倒过多次。

大儿子劝他说：“爹，您都80岁的人

了，整天跑来跑去，要是摔坏身体咋办？”

“俺知道恁都是为我好。虽然我老

了，但是我不能整天闲在家里张着嘴等吃

啊。”儿女们拗不过他，便经常帮着料理羊

舍，清理粪便。

“羊不能吃带水的草，不然就会拉肚

子。”说起养羊，王开元有自己的心得。每

次放牧，王开元必须等到上午8点以后，

那时露水就干了。遇到雨天，王开元就把

早已准备好的花生秧、大豆秧和红薯秧拿

给羊吃，有时还给羊喂些麦麸皮和豆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精心喂养，当

年底，王开元喂养的5只母羊繁殖了近20

只羊羔。

为扩大养殖规模，他采取滚雪球养殖

的方法，第二年存栏槐山羊 40 多只。

2016年腊月，王开元出售成品羊30只，

收入3万多元，这更加坚定了他依靠养殖

槐山羊致富的信心。

“每年羊存栏量都保持在30只以上，

成品羊不出家门就被当地村民抢着买走

了，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王开元自豪地说。

几年的养羊经历，不仅让王开元收获

了财富，而且收获了健康和幸福。过去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炎等疾病无影无

踪，身板更加硬朗。家中曾经的瓦房换成

了两层小洋楼，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生活

就像甘蔗掉进蜜罐里——甜透了。

“别看老王80多岁的人了，收入一点也

不比年轻人少。”王开元每次赶着羊群经过村

庄时，村民们都会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一家致富不算富，大家都富才算富。

为帮助贫困户养羊致富，王开元把自己喂

养的优质母羊赊给村民繁殖发展，并把多

年总结的养殖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

们。王新前是村里的贫困户，为帮助他早

日脱贫，去年春，王开元找上门给他讲养羊

技术，并赊给他3只母羊。现在，王新前家

存栏羊10多只，到年底可收入2万多元。

在王开元的帮扶下，目前，西王庄村

共有60户养羊专业户，平均每户有30多

只。养殖槐山羊正逐步发展成为该村村

民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

“我的愿望是让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和

我一样，赶着羊群奔小康！”王开元乐呵呵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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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部分地区猪价出现反弹迹象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5月 18日消

息，根据监测，我国猪价总体止跌企稳，

部分生猪价格出现反弹迹象，但专家分

析，猪价总体仍处于下行通道，短期大幅

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今年1月中下旬以来，活猪价格持

续下降，截至目前下降32%。5月份第2

周，全国活猪、猪肉和仔猪价格分别为每

公斤10.45元、19.62元和24.4元，同比

分别下降30.5%、23.3%和40.2%。按当

前价格水平测算，每出栏一头商品肥猪

亏损300元左右。

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

组分析，去年生猪价格进入下行通道以

来，市场供需关系由偏紧逐步趋向平衡，

今年总体宽松。春节后猪价大幅下跌，直

接原因是春节前压栏的大猪较多，在节后

消费淡季集中上市，导致价格快速跌破成

本线；根本原因是连续3年盈利刺激生猪

生产增加，形成了相对过剩局面。从消费

方面看，受人口老龄化、动物产品消费多

样化等因素影响，猪肉消费总体不旺。

受养殖亏损影响，各地养猪场户开

始调减产能。据监测，4月份生猪存栏

比上月下降0.8%，能繁母猪存栏下降

1.4%。另据对山东、河南、江西、湖南等

淘汰母猪集中屠宰地区跟踪监测，4月

份淘汰母猪数量环比增长13%，同比增

长108.6%；头均活重139.9公斤，环比下

降1.2%，同比下降3.4%。母猪淘汰量大

幅增加，活重下降，表明超龄母猪基本淘

汰完毕，一些养猪场户出现提前淘汰母

猪的现象。专家认为，基础产能的调减，

有利于化解市场供应过剩矛盾，促进养

猪业平稳发展。

最近，猪价总体止跌企稳，部分地区

生猪价格出现反弹迹象。但是专家分

析，猪价总体仍处于下行通道，短期大幅

反弹的可能性不大，还不能太乐观。据

监测，4月份商品肥猪出栏活重较前期

略有下降，但仍达到每头124.05公斤的

历史较高水平，表明前期积压大猪仍未

出清。专家提醒广大养猪场户，应根据

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安排生产计划、顺

势出栏，不可盲目压栏，也要避免恐慌出

栏，规避市场风险。（陈溯)

专家提醒总体仍处于下行通道

汝南农民王开元 让乡亲们赶着羊群奔小康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