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记者从第32届中原畜牧

业交易博览会（河南家禽交易会）新闻发

布会获悉，该博览会定于明年9月28日

至29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自1989 年以来，中原畜牧业交易

博览会已连续举办了31届。该博览会

以“让世界了解河南畜牧业，让河南畜

牧业走向世界”为主题，按照“协会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府推动”的

办会宗旨，以展示畜牧业改革发展成就

为主要内容，拥有庞大的信息、贸易和

文化内涵，成为全国重要的畜牧行业综

合性展会和国内外相关企业进军中原

畜牧市场的重要平台。

第32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在设

立畜牧龙头企业展区、畜牧机械展区、综

合展区、国际合作展区的基础上，新增禽

业展区、奶业展区、新型畜禽场环控展

区、地方优质畜禽产品展区，总展览面积

预计9万平方米，将有来自西班牙、法国、

荷兰、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

会，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全省18个

省辖市的700家企业参展。

该博览会将重点打造具有国际水

准、产业前沿的畜牧产业系列高峰论

坛。目前，会务组已邀请到法国、瑞典、

以色列、韩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中国

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农大、

华中农大、华南农大、四川农大、西北农

大等10多家科研院校的知名专家进行专

题讲座，确定举办生猪产业发展、家禽产

业发展、羊业发展、鹅业发展、畜牧机械

设备发展等高峰论坛，非洲猪瘟防控、智

能化畜牧机械装备、奶牛肉牛性能测定

等国际论坛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创新

成果展、畜牧机械设备原料集中采购、河

南种猪拍卖会等商贸活动。

为推举行业典范，引领行业标准化、

规范化发展，同期举办“2020年度河南省

畜牧行业高质量发展典范企业”“2020年

度河南省畜牧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企

业”“第32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金

奖”评选活动。

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河南家禽

交易会）由河南省家禽业协会主办，河南

省养猪行业协会、河南省肉类协会、河南

省奶业协会、河南省饲料工业协会、河南

省动物保健品协会、河南省畜牧工程技

术协会、河南省养羊行业协会协办。

2019年监测数据显示，H5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家禽和野鸟中广泛流

行，H7亚型在我国（H7N9）家禽中也有报道，当

前我国主要流行的是H5N6毒株。对于免疫防

控，毕英佐表示，目前H5亚型禽流感主要的流

行毒株属于2.3.4.4d分支（对应的疫苗毒株为

Re-11株、rFJ56株）和2.3.2.1d分支（对应的疫

苗毒株为Re-12株、rSD57株），H7亚型禽流

感应选用H7-Re2株或H7N9 rGD76株疫苗免

疫，H5+H7三价疫苗具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对于禽流感的防控，旧毒株对目前流行株

的保护效果不佳，应尽快使用与流行株匹配的

疫苗。”毕英佐提醒，2019年的H7的免疫保护

效果相比过去有所下降，需要注意。

他讲道，高发季节应增加免疫次数，提高抗

体水平。肉鸡确保两次免疫，长天龄肉鸡建议

免3次；种鸡开产前免疫4次H5+H7疫苗，开产

高峰后再接种一次。定期进行抗体检测，对抗

体不合格鸡群及时补免。疫情确诊后，立即划

定疫区，疫区周边鸡群全部补免。

H9N2亚型禽流感的感染不引起鸡只死亡，

从抑制排毒方面来看，1.a分支和1.b分支毒株

疫苗对自身保护效果较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

广谱性。1.c 分支毒株交叉保护效果相对较

差。毒株流行复杂、疫情严重的区域，可考虑选

择1.a和1.b分支毒株联合使用。

当前，毕英佐认为有效防控H5和H7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要遵循日常综合防控黄金准

则：监测，扑杀，全进全出，消毒隔离。严格控制

人员流动，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养殖区域。

严格日常消毒，对进出养殖场的车辆、器械用具

严格消毒。采取隔离防护措施，尽量避免野生

禽鸟、家鼠与家禽接触。

“对于家禽养殖过程中的疫病防控，消毒隔

离、加强管理、疫苗接种、合理用药、环境舒适、

种鸡净化、饲料优质是七大法宝。”毕英佐强调，

鸡场的疫病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好多

个环节的细节工作。

毕英佐表示，环境做到“人舒适”，鸡才能健

康，并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特点重点做好

稳定环境指标的工作。

针对H9禽流感，防控上要做好以下4点：

1.加强通风和消毒等基础管理。

2.做好免疫，选择当地流行、抗原谱广的毒

株作为疫苗候选株。肉鸡免疫两次，冬春季节

可在1~5天龄多免一次H9单苗。种鸡建议在

10天、25天、80天以及开产前共免疫4次。

3.确诊为禽流感H9感染时，立即划定疫

区，疫区周边鸡群补免，建立安全隔离带。

4.注射卵黄抗体和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苏皖中）

低温病是鸡在低温季节里钙、

磷等代谢遭到破坏，导致骨骼组织

生长异常的一种营养性疾病。成

年鸡发病通常称为软骨病，雏鸡发

病通常称为佝偻病。不论是成年

鸡还是雏鸡，发病后其正常生长均

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蛋鸡产蛋

量急剧下降，蛋个变小，蛋壳质量

变差，严重制约养鸡效益。因此，

在寒冬低温季节里养鸡要重视低

温病的预防和治疗。

一、低温病症状。病鸡主要表

现为发育不良，食欲不振，羽毛蓬

乱，骨软变形，龙骨变曲，软肋和硬

肋骨接合处有圆珠样硬节，胸平而

扁，向两侧突出。重者嘴软如橡

皮，可以弯曲，啄食困难，成鸡两脚

疼痛不能站立，多数伏卧。

二、预防。日粮配制要按鸡的

营养标准给予充足的钙、磷和维生

素D，有条件的最好使用全价配合

饲料，以保证鸡对钙、磷的需要。

鸡场要给予充足的日光照射(穿过

普通玻璃的阳光无效)，一般每天

以日照16个小时为宜，日照不足的

用电灯光照替代，每周增加10分

钟，直到16小时为止，保持恒定。

同时补喂沙砾，以提高鸡对饲料的

消化率。适量补喂一些青绿饲料

或青贮饲料，含维生素多(特别是

含维生素D)的饲料，如青菜叶、胡

萝卜、洋槐叶等。

三、治疗。发现病鸡，应及时

调整日粮中钙、磷的含量和比例，

同时可加入添加剂，以增加日粮

中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

特别是要注意补充维生素D或鱼

肝油，以促进鸡体对钙、磷的吸

收。一般情况下，每公斤饲料中

加入维生素D2000 国际单位，鱼

肝油每只鸡每日 1～2毫升。在

日粮中添加骨粉、贝壳粉或蛋壳

粉、石粉等含钙、磷较多的物质。

一般情况下，骨粉仅占日粮的

1%～2%，石粉和贝壳粉在雏鸡饲

料中合占1%～2%，在蛋鸡、种鸡日

粮中合占2%左右。病鸡症状严重

的可皮下注射维生素D注射液，每

日每公斤体重6000～1万国际单

位，每3～5天重复一次，一般2～

3次即可见效，如配合口服钙剂

效果更好。（吴廷才）

为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力量，有效

打击违反非洲猪瘟防控相关规定的行

为，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鼓励群众对

违反非洲猪瘟防控相关规定的行为向当

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农业农村部举

报。由农业农村部受理（受理电话为：

010-59194768），经查证属实，农业农

村部给予举报人每次税前3000元至1

万元不等的奖励。举报为防控非洲猪瘟

作出特别重大贡献的，可一次性给予举

报人高于前款规定标准，并不超过税前

3万元的奖励。

举报内容包括：1.养殖场（户）直接使

用餐厨废弃物（泔水）喂猪；2.养殖场（户）

发现生猪异常死亡不予报告；3.未及时报

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擅自处理不明原

因死亡的生猪；4.藏匿、转移、盗掘已被依

法隔离、封存、处理的生猪及其产品；5.开

具虚假检疫证明、不检疫就出证、违规出

证以及违规使用、倒卖产地检疫证明等

动物卫生证章标志；6.私屠滥宰或屠宰、

加工、销售病死生猪及其产品；7.生产、销

售、屠宰、加工、贮藏、运输未经检验检疫

的生猪及其产品；8.故意丢弃死猪并制造

和传播养殖场（户）发生疫情舆论，借机

大幅压低价格收购生猪等方式从事“炒

猪”牟取暴利；9.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使

用非洲猪瘟防治药物（包括任何形式的

疫苗）；10.其他引发疫情或违反法定非洲

猪瘟防控措施的行为。

11月22日，农业农村部就10月份

生猪生产形势有关情况举行例行新闻

发布会。下一步如何促进加快恢复生

猪生产，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中

央扶持和补贴资金陆续下达，督促地方

加快建设项目进度，加快补贴资金拨

付，落实到养殖场（户）。进一步完善生

猪养殖设施农用地政策，继续督促地方

做好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工作，一律

取消超范围划定的禁养区，开展禁养区

划定情况排查纠偏。

二是持续抓好非洲猪瘟防控。督

促各地严格执行现行有效的防控措施，

严肃查处瞒报、谎报、迟报、漏报疫情的

行为。组织开展全国大检查，指导地方

做好动物集中免疫。

三是强化生产调度和指导服务。对全

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实行每月生

产调度，适时向社会发布信息，稳定生产、

消费信心和市场预期。以县为单位面向养

猪场（户）开展专题培训，总结推广各地恢

复生猪生产的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

四是组织开展屠宰企业冻肉库存

摸底。督促各地规范检疫工作，坚决杜

绝限制生猪和猪肉流通的行为，保障正

常市场秩序。

五是强化信息发布。每月中旬通

过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加强政策

措施的解读，通报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

走势，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

根据有关规定和部署，为维护我国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农

业农村部决定停止生产、进口、经营、使

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并对相关管理

政策作出调整。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1月1日起，退出除

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

剂品种，兽药生产企业停止生产、进口

兽药代理商停止进口相应兽药产品，同

时注销相应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和进

口兽药注册证书。此前已生产、进口的

相应兽药产品可流通至2020年6月30

日。

二、自2020年7月1日起，饲料生

产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

料添加剂（中药类除外）的商品饲料。

此前已生产的商品饲料可流通使用至

2020年12月31日。

三、2020年1月1日前，组织完成

既有促生长又有防治用途品种的质量

标准修订工作，删除促生长用途，仅保

留防治用途。

四、改变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饲料

添加剂管理方式，不再核发“兽药添字”

批准文号，改为“兽药字”批准文号，可

在商品饲料和养殖过程中使用。2020

年1月1日前，组织完成抗球虫和中药

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质量标准和标

签说明书修订工作。

五、2020年7月1日前，完成相应

兽药产品“兽药添字”转为“兽药字”批

准文号变更工作。

近日，延津县榆林乡西娄庄村的脱

贫户娄源富在向羊圈投食时，满脸笑意

地说：“前年工作队送给俺两只羊，繁殖

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只了。这些羊马上

就能出圈了。去年光卖羊就收入了五六

千块钱，日子越过越甜！”（据11月14日

《河南日报》）

时下，许多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都在开展与农村贫困户结对帮扶活动，

给贫困户送去的大多都是一些慰问金或

粮油衣被等物资。年复一年，虽然送去

的东西不少，然而贫困户的家庭面貌改

变却不明显。究其因还在于，有些干部

和贫困户“结对”没有“结心”，缺少了真

感情，时常只是到贫困户的家里坐一下，

简单地聊上几句就走了，根本不知道他

们在想什么、干什么、需什么。有的干部

甚至抱着一种任务观点去结对扶贫，不

经常登门走访不说，好像能把一些慰问

的钱用信封一装，委托同事帮忙带去就

算完成任务了，结果使结对扶贫工作流

于形式。

笔者以为，扶贫关键是扶志，一是要

撑起贫困户的精神支柱，使他们树立脱

贫的勇气和信心，立志脱贫；二是要真心

实意地和贫困户交朋友，能够面对面、

心贴心、实打实地引导和帮助贫困户克

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走上勤劳脱贫

致富的道路；三是要有良方良法，真正

为贫困户开创一条摆脱贫困、实现增收

之路。如果能像与娄源富结对的工作

队那样，从“授人以鱼”转变为“授人以

渔”，合心合力地为贫困户多送一些“扶

贫良种”“扶贫书报”“扶贫技能”……为

他们提供脱贫致富的“金钥匙”，结对扶

贫才会更管用、更有效、更有意义。娄

源富通过饲养“扶贫羊”，不仅积累了一

定的养殖经验和技术，带动了一方产业

的发展，而且逐年增收，看到了新的希

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就是一个很好的

佐证。（费伟华）

“树叶落地，鸡瘦羊肥。现在正是山

羊长膘的好时机，我得趁天气晴好让羊多

吃点树叶和青草。”11月19日下午1点

多，汝南县板店乡苏庄村的苏得民老人就

赶着大大小小20多只羊出了村庄，欢快

的山羊沿着路沟边走边吃杨树落叶和沟

边杂草，挥舞着羊鞭走在羊群旁边的苏得

民老人无比喜悦地说。

今年70多岁的苏得民家住苏庄村苏

一村民组，一家6口人，老伴体弱多病，儿

子聋哑，儿媳有智力障碍，两个孙子上学，

3年前日子过得窘迫不堪。“那时家里没

有钱，遇到乡里乡亲办红白喜事我都不敢

出门，欠人家的情也还不上。”提起往日的

苦苏得民老人两眼落泪。

2016年苏得民家被纳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乡村干部多

次入户谈心，鼓励他要树立勤劳致富的信

心，并帮助他家陆续享受到医疗救助、教育

补贴、危房改造、种植奖补、残疾人帮扶等

诸多优惠政策。2017年，得知苏得民有想

靠养羊致富的想法，村“两委”又帮助他申

请了贴息小额信贷，苏得民拿着这部分钱

建起了羊圈，购买了8只小羊羔。每到防

疫季节，乡村干部就领着防疫员上门为他

家的羊免费注射疫苗，并向他传授羊的常

见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经过近3年的发

展，现在他家已存栏大大小小20多只羊。

“养羊风险小，投入低，收入比较稳

定，不需要特别的管理，销路不愁，再说放

羊还能锻炼身体，也不耽误干农活，养一

只羊政府还给200元补贴，我家去年就摘

掉了穷帽，我和老伴的身体也越来越硬朗

了，现在的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苏得

民说。放羊间隙他还收集花生秧、红薯

藤、豆荚和青草，垛在院里以备阴雨天之

需，他的羊一年四季有吃有喝，每一只都

膘肥体壮。

目前，在板店乡有很多像苏得民这样

的“羊倌”依靠养羊摆脱了贫困。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板店乡立足实际，科学谋

划，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大

力发展山羊、湖羊养殖产业。为了扩大板

店散养山羊的知名度，部分养殖户还相互

联合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在汝南县城开设

了多家板店山羊直销店，为养殖户带来了

丰厚的利润。板店乡目前在户散养的山

羊有1万余只，年创利润1000多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今后我们将牢

牢牵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充分挖掘

产业特色和优势，通过实干、干实，实现村

村有项目，户户有产业，确保2020年带领

全乡人民全面步入小康社会。”板店乡党

委书记王留印说。

11月18日，杞县城郊乡北花村农民吕培丽在收获鸭蛋。在乡党委、乡政府，村“两委”和驻村扶贫负责人的积极引导下，吕培丽带

头饲养了4000余只蛋鸭，年收入10多万元，同时辐射带动附近10余户贫困户走上了致富路。刘银忠李世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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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冬季加免禽流感，用好H5+H7三价疫苗

自H5+H7三价禽流感疫苗
去年投入推广使用以来，我国禽
流感疫情得到控制，家禽产业欣
欣向荣。1年后的2019年冬季，
禽流感的防控应当着重注意哪些
问题？近日，全国著名动物学家、
华南农大教授毕英佐分享了禽流
感最新流行动态及防控措施。

2020年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九月在郑举办

阅读提示

抓好五项工作 恢复生猪生产

非洲猪瘟疫情依然严峻
目前无批准上市的猪瘟疫苗

2020年起，除中药外
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市

提醒提醒

冬季养鸡要防低温病

赶着羊群摘穷帽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两只“扶贫羊”的启示

□本报记者 孙高成

饲养蛋鸭走上富路饲养蛋鸭走上富路

以上稿件均来自农业农村部官网

11月22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非洲猪瘟防控
情况进行了介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强调，使
用非法疫苗可能导致猪群感染疾病并引发疫情传播。

阅读提示

杨振海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非洲

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从

2018年8月3日我国报告第一起疫情

起，截至11月21日，全国共报告发生

160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猪119.3

万头。”他表示，全国还有两个省3起疫

情没解除封锁。同时，今年以来，全球

非洲猪瘟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已有26个

国家发生1.3万起疫情。

杨振海强调，随着气温持续下降，各

地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年底生猪调运增

多，疫情发生风险会增高。尤其北方地

区，气温降到零下摄氏度，如果消毒等措

施落实不到位，疫情发生风险会更高。

“做好动物疫病防控，是发展生产

的保障和前提。”杨振海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抓好非洲猪瘟防控。督促各

地严格执行现行有效防控措施，严肃

查处瞒报、谎报、迟报、漏报疫情的行

为，继续推进非洲猪瘟分区防控工

作。组织开展全国秋防大检查，指导

地方做好秋季动物集中免疫。努力

保障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确保疫

情不反弹。

对于之前市面上出现的“非洲猪瘟

中试苗、自家苗、进口苗”，杨振海指出，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规定，这些都是非

法疫苗，要严厉打击。

“这些所谓的‘非洲猪瘟疫苗’，既

缺乏系统的试验研究，更没有通过科

学、客观、严格的评审评价，其安全性、

有效性都无法保障。”他强调，特别是活

疫苗，可能存在不可知的生物安全风

险。养殖场（户）如使用这些非法疫苗，

不仅达不到预期的预防效果，还可能导

致猪群感染疾病并引发疫情传播。

“截至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

各国还没有一个批准上市销售使用的非

洲猪瘟商品化疫苗。”杨振海表示，兽用

疫苗是用于预防动物疫病的一类特殊商

品，必须确保其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农业农村部坚持依法依规开展新兽药审

批工作，基于科学、翔实的实验数据开展

评审评价，符合“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要求的新兽药方可批准上市。

为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使用

非洲猪瘟疫苗等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

要求各地畜牧兽医部门进行系统排查，

并专门设立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

010—59192829，youxiang5919@163.

com，扎实做好相关问题线索举报核查

工作。

非洲猪瘟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年底疫情风险增高

目前并无批准上市的猪瘟疫苗，非法疫苗有风险

重磅！举报非洲猪瘟最高奖励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