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汝南县常兴镇，提起高汝政，可

谓“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

他从一个“门外汉”到养殖獭兔的“土专

家”，再到带富乡亲致富的“兔司令”，走

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

“门外汉”要当“兔司令”

今年55岁的高汝政当过兵，打过

工。2008年春，高汝政从亲戚手中接

过存栏2000余只獭兔的养殖场。

当年的高汝政对养殖獭兔简直是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妻子把东拼西凑的20万元递

到高汝政手中。不幸的是，不到半个月，

原来活蹦乱跳的獭兔死了100多只，损

失了5000多元，妻子生气地回了娘家。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一定要把

獭兔养好。”从不服软的高汝政铁了心要

当好“兔司令”。

“土专家”勤念“养殖经”

獭兔的疫病牵着高汝政的心。他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访亲问友、寻医问

药，用了许多方法都于事无补。正在此

时，村干部刘雪峰为他指点了迷津——

利用村室的远程教育学习獭兔养殖技

术。高汝政欣喜若狂，一有空就往村室

跑，一边看一边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接下来的养殖过程中，獭兔疫病越来越

少，他的獭兔养殖场像滚雪球一样地发

展，当年就繁育到5000多只。

“成年母兔每月繁殖一窝，每窝生兔

仔7只～8只，幼兔40天就能长到4斤左

右。”高汝政说。2010年，高汝政通过互

联网把獭兔卖到四川等市场，每市斤价

格稳定在8元左右，且一直供不应求。此

后，高汝政每年养殖獭兔的总量突破

5000只，出栏獭兔1万只，年收入达30

万元左右，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专

家”和“兔司令”。

“有心人”带民奔富路

高汝政养殖獭兔在当地小有名气，

找他取经的村民不少。高汝政不厌其烦

地向他们传授养殖技术，并将自己精心

喂养的种兔以低于市场价出售。“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有义务带领村民们共走

致富之路。”高汝政说。

西王庄村贫困户王新前爱人因病干

不了重活，儿子遭车祸下身瘫痪，3个孙

子都在上学。在高汝政的帮扶下，王新

前学习养殖獭兔，由最初的100多只发展

到现在的2000多只，年收入达10余万

元，顺利摘掉了贫困帽。像王新前一样

的贫困户，高汝政帮助的有20家。“看到

他们跟着我搞养殖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

好，感到很欣慰。”高汝政说。

“新年新打算，我计划以‘基地+农

户’的运营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养殖獭

兔，让村民们入股收红利，轻松挣大钱，

早日过上小康生活。”高汝政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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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继2019年8月8日农业农村部出台

第194号公告后，2019年12月26日，农

业农村部发布了第246号公告，再次强调

自2020年1月1日起，将废止仅有促生长

用途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等品种质量标准；

注销相关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和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可以说，不知谈论了多久的禁

抗终于还是来了。

2020年不再允许饲料中添加药物

添加剂，意味着生产企业的这部分业务

将难以为继。同时，禁抗后的一段时间

内，农户的畜禽发病率、死亡率以及治疗

用药的使用量可能大幅提高，养殖水平

将短期内下降，生产成本可能上升，对硬

件设施要求极高，行业将难以避免短期

阵痛。

相比挑战，禁抗带来的机遇更多一

点。转型快的企业获得的红利更大，替抗

产品迎来历史机遇，那些敢于突破创新的

企业将在未来大放异彩。

1月3日，规模化养殖场空气源热

泵供热与制冷标准研讨会在我省召

开。活动由河南省家禽业协会、洁源传

媒联合举办。

据悉，规模化养殖场空气源热泵供

热与制冷标准立项筹备会已经召开，相

关立项资料正在积极搜集整理中。会

上，海尔、海利、中广、纽恩泰、四季沐歌

等公司相继介绍了利用空气能在养殖

行业进行供热、制冷的研发情况，以及

在畜禽养殖场的实际应用。与会人员

认为，在养殖行业对空气能的利用不仅

绿色环保，而且可控能力强，运营成本

低，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河南省家禽业协会秘书长睢富根

指出，适宜的饲养管理环境是畜禽健康

生产的基础，而好的调控设备是环境控

制的保障。为大力推动空气能供热制

冷设备在畜禽养殖领域的广泛应用，

2020年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河南家

禽交易会）将增设空气能供热制冷设备

展区。

1月4日～5日，一场以超高层智能

化笼养设备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在商丘市

举办。300多名人员参观了设备安装现

场，多位专家就设备的应用状况、用户采

购政府补贴政策等作了专题讲座。

会议观摩的商丘爱格禽业有限公司

在建的“3+3+3”九层蛋鸡笼养设备采取

自动饲喂、自动收蛋、自动清粪和智能化

环控技术，单栋鸡舍可存栏蛋鸡12万只。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生产与环境

控制研究室主任李保明说，层叠笼养最

大的优点是采用了传送带清粪模式，粪

不落地、日产日清，加上纵向通风技术，

可保障舍内空气质量，降低冬季最小换

气量需求，实现节能保温。对层叠笼养

鸡舍，要抓好鸡舍建筑的气密性、通风均

匀性控制，温度的稳定性控制和舍间交

叉污染控制。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黄全

意指出，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

力、畜力转向了主要依靠机械动力，在乡

村振兴路上农业机械化不能缺位。但由

于种种因素，将超高层智能化笼养设备纳

入政府补贴机具范围，目前还有一定难度。

本活动由河南省家禽业协会主办，

河南万华畜牧设备有限公司、郑州金地

饲料有限公司、商丘爱格禽业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河南省家禽业协会会长李鹏

飞主持，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睢富根以

“新形势下河南省家禽业发展趋势”作了

专题报告。

元旦和春节前后，本应是猪肉消

费量增、猪价上行的时期，但今年市场

生猪价格表现一般，连续多日的猪价

滞涨迹象明显。有市场分析人士认

为，养猪户应调整思路，切不可盲目压

栏，以免损失。

很多养殖户疑惑，市场生猪缺少，11

月份数据显示，生猪存栏量同比减少

40%左右，再加上很快就要过年，猪价为

什么没有同往年一样大涨呢？原因很

多，一是目前的猪价虽然从之前的每斤

20.43元回落到16.79元，但仍处于一个

相对较高位置，继续上涨难度较大。二

是国家近期接二连三地投放储存肉，投

放密度大、数量多，仅12月份就达12万

吨，对市场猪价构成一定冲击。三是猪

肉价格高位运行，目前猪肉价格多在每

斤25元～30元，老百姓消费起来有些吃

力。而说到底，消费量上不去是猪价滞

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认为，对于目前已经达到出栏

标准，尤其是超过250斤重的生猪，应该

顺势及时出栏，毕竟去年同期每斤5元的

猪价基本触底，所以才有了年后的猪价

反弹，而今年随着年后消费量再次下降，

养殖户盲目压栏的风险不小。 （宋能）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鸡蛋价格与同

期相比大幅下跌。这些原因难脱干系。

第一，2019年各地从8月份开始大

力发展养鸡，快速弥补市场上猪肉的稀

缺。现在这些新发展的蛋鸡正处于产

蛋高峰期，各地鲜蛋产量空前巨大，供

大于求，价格逐渐下调促销。

第二，2019年进入冬季以来，北方

气温均高于历史同期，寒冷的冬天变成

温暖的“春天”，家禽采食量增长，营养充

足，加上冬季鸡群本身病害少，产蛋量普

遍增加。

第三，各地猪肉价格逐渐下降，削

弱了鲜鸡和鲜蛋替代品的销售量。

第四，食品厂备货基本结束，元

旦、春节商超等鲜蛋备货提振乏力;学

校、工厂等陆续放假，对鸡蛋需求不利;

而猪肉价格未有季节性上涨，替代需求

减少。

从目前家禽生产端和销售端状况来

看，春节蛋价上涨阻力较大，恐怕难回中

秋、国庆的高价。各地养鸡户要抢抓春

节销售旺季，快速处理低产能的淘汰鸡，

避免产生过大的经济损失。（凯翔）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0年国

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下称《计

划》)，要求切实做好2020年全国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工作。《计划》明确，高致病性

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

病、包虫病的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

在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

达到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和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应常年

保持在70%以上。

具体到部分免疫动物种类和区域，

《计划》要求：对全国所有鸡、鸭、鹅、鹌鹑

等人工饲养的禽类进行 H5亚型和 H7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对全国所有

猪、牛、羊、骆驼、鹿进行O型口蹄疫免

疫，对全国所有奶牛和种公牛进行A型

口蹄疫免疫；对全国所有羊进行小反刍

兽疫免疫；对除种畜外的牛羊进行布鲁

氏菌病免疫，种畜禁止免疫；在包虫病

流行区，对种羊进行包虫病程序化免

疫，对新生羔羊、补栏羊及时进行免疫。

根据《计划》，疫苗种类为经国家批

准使用的H5+H7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包

虫病疫苗。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

强制免疫主体，自主实施免疫接种，建

立免疫档案，做好免疫记录，并接受畜

牧兽医机构的监督检查。

通知要求，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负责疫苗的调拨、保存和使用监管，各

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的国家

兽医参考实验室负责开展使用环节强

制免疫效果评价，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负责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部）

农户散养猪怎样才能赚钱？以平常

心来看待这个问题，农村养猪就不会赔

钱，因为不涉及规模化。小时候农村几乎

家家都养一两头猪，猪食是家里的剩饭剩

菜以及野菜，基本涉及不到饲料成本，加

上猪很少生病，所以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

问题是不会赔钱的。

就目前而言，采用传统养殖模式自繁

自养几十头猪，收集村里邻居的剩饭剩

菜、田间野菜或是自家的玉米面、麦麸等

来喂养，尽管达到出栏体重的周期会长，

但肉质好。与规模化养猪“以量取胜”相

比，农户散养猪投入的经济成本要低得

多，加上猪肉售价高、销路好，没有不赚钱

的道理。当然，和规模化养猪一样，搞好

卫生防疫是农户散养猪赚钱不容忽视的

前提。

农户散养猪，单从降低成本角度来

看，第一，选择市场性价比高的品种饲

养。主要从生猪生长速度、饲料消耗量、

瘦肉率、酮体品质以及适应性等几个指

标择优选取。品种决定着生猪的产能，

更决定着市场竞争是否具备优势。只有

从品种这一根本上进行优化完善，才能

满足生产需求。第二，科学配制饲料。

饲料是养猪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

所以在确保猪生长发育必需营养物质

的基础上，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饲料成

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注

意适口性；其二，夏季提高青饲料的比

例；其三，种植必需的饲料原料，如玉

米、大豆等作物。第三，减少饲料浪

费。减少饲料浪费，意味着减少成本投

入。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格外注意：采用

少量多餐的方法，以显著提升饲料的利

用率；在不同的季节采用不同的饲料配

方，尤其是夏季，不要采用高能饲料配方，

以 免 造 成 饲

料 中 能 量 的

浪费。

（雨译）

中兽药或成替抗主力军

不能否认，抗生素在人
类发展和畜禽生产中是有
功绩的，只是因为人们的不
正确使用和滥用污染了环
境、威胁到了人畜健康。在
我们不得不对其说“不”的
时候，寻求更健康、更有效
的替代品成为当下最热门
的课题。但不管将来的替
代方案多么完美，毫无疑问
的，生产环境维护好、生物
安全做得好，比任何方法都
重要。

我省举办超高层智能化笼养设备高峰论坛

阅读提示

禁抗时代到来A

汝南农民高汝政

养獭兔奔富路

农户养猪赚钱
降低成本取胜

□本报记者孙高成

来，关注养殖致富新方向！

□本报记者孙高成

2020年动物强制免疫计划出台
涉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病种

消费不旺猪价滞涨
养猪户别盲目压栏

鸡蛋新增产能巨大
宜处理低产淘汰鸡

用什么替代抗生素，每个从业者都

有各自的思考，但也有基本的共识，一个

是酸化剂，一个是植物精油、香料，还有

就是用很高浓度的金属离子，比如氧化

锌。在此评价一下这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用酸化剂代替抗生

素。酸化剂需要让胃内容物PH值降低

到3.5甚至更低的水平，才能高效启动胃

蛋白酶原活化成胃蛋白酶，可是要想达

到那么低的 PH值水平得加多少酸化

剂？胃消化只是很初级的消化，营养物

质消化吸收的90%不是在胃而是在肠，特

别是在小肠，所以只把胃酸化了，却破坏

了肠消化，实在是本末倒置。小肠的消化

需要在中性偏碱的环境中进行，之前增加

了那么多外源性酸，食糜进入小肠怎会马

上变成中性偏碱呢？而要想让酸性食糜

变成碱性，得靠胆汁中碱性的胆汁酸盐来

中和。胆汁靠肝脏代谢产生，需要胆汁太

多无疑加剧了肝的负担。所以，片面地增

加酸不可行。还有，保障酸在胃里发挥作

用，到小肠不发挥作用，到后部肠段再起

酸化作用，需要太复杂的包被工艺，目前

的科学技术尚不具备。

第二个方案是使用高浓度金属离子

代替抗生素，抑制病原微生物。氧化锌和

之前普遍使用的铜制剂要想具备杀菌的

效果，需要在饲料中的添加量达到很高的

水平，这对断奶仔猪、小猪绝对不是一个

科学的、理性的、安全的方法。如果说抗

生素能残留，那这些金属离子是更难消除

的，不是在排出的粪便里就是进入人的机

体组织，对人类肯定是有危害的。

第三个替抗方案是用植物精油或香

料，包括牛至油、百里香酚、肉桂醛。其

实，人类在很早以前为了防止食物发霉

变质就开始使用这些香料，直到抗生素

横空出世，才发现这些东西遏制微生物

的作用太弱了。抗生素与植物精油或香

料相比，前者就像导弹，只打病原体，而

后者则像化学武器，不管有害无害，对所

有生命细胞都施加负面影响，本质上对

人的生命有害。但为什么还是要用来抗

菌？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让疾病泛滥

还不如让机体受点损失。

让环境更好，提高饲料原料本身的

安全性和清洁程度才是根本的禁用抗生

素解决方案。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过

渡，方案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

和过渡手段，这些手段都是有效的，现阶

段也是必要的，但似乎都不完美，各自带

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实施时需加以注意。

从北美到欧盟，处处的养殖管理机

构都在忙着禁抗，作为养殖业大国，我们

的禁抗号角也已吹响。经过讨论和一些

筛选，中兽药成了比较合适的替代抗生

素的药品。

从政策层面来讲，禁止抗生素方面

的政策和相关法规在最近出台，这是禁

抗在我国的落地，也是开始，最终将传导

到基层一线的每个相关角落。早在2016

年出台的《中兽药、天然药物预混剂通则

技术要求（草案）征求意见稿》，推动了中

兽药作为药物添加剂的注册使用。目

前，许多大型畜禽养殖企业已将中兽药

作为预防、治疗疾病及促进动物生长的

重点使用对象。

从药品层面来讲，中兽药是中药的一

种，目前市场对中兽药的需求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如

黄芩、黄连、鱼腥草、穿心莲等；二是具有

促进动物生长的中药，主要为消食健脾

类，如山楂、麦芽、陈皮等，以及与之配方

的补中益气类，如白术、甘草、黄精等；三

是具有驱虫作用的中药，如使君子、贯众、

槟榔等。可以看出来，对于目前种类繁多

的禽畜疾病，中兽药目前的品类是难以应

对的。另外，还有中兽药是否可以长期使

用，也有待于实践来验证。

相对化学药剂而言，中药的稳定性

相对较差。药的产地、采集方法、药材部

位、加工方式、炮制方法、使用剂量、配伍

方式不同等都会影响中药的效果。同

时，中药制剂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原料发

霉同样困扰着行业发展。

中药性味不同，长期连续使用偏性

中药可能会造成动物机体的改变。例如

长期使用寒凉药物（清热），会造成机体

阳气不足，出现水泻、采食量下降、精神

不振等阳虚症状；大剂量使用热性药物，

会造成饮水增加、内脏出血等阴虚症

状。不同的中药对畜禽采食量也有影

响，寒凉类的会降低采食量，温补健脾的

能提升采食量。偏性较弱的对采食量影

响不显著，使用期限可以较长。偏性较

强的中药不能长期使用，连用不宜超过7

天。清热类药物能够降低机体的免疫反

应，连续使用不宜超过5天。以上所有这

些中药的局限性都值得行业人士关注。

中兽药在对抗病毒、提高免疫力、抗

应激和促进生长发育等方面具有的优

势，让很多企业看好中兽药的发展前

景。但即便当前中兽药的发展势头如火

如荼，充分发挥中兽药在畜禽养殖中的

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中兽药生产企业在中兽药中添

加西药成分生产出中西合成药，使得消

费者对整个市场都心存疑虑。而根据相

关报道，假兽药中的中兽药比重相当

大。作为药品，中兽药的规范使用很重

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要一下子全部

替代抗生素还不太现实。

三个替抗方案之比较三个替抗方案之比较B

中兽药替代抗生素，可行吗？C

空气源热泵供热与制冷标准
研讨会在我省召开

生产提醒

三农杂谈

随着环保政策日趋严格，加上近年

来疫病频发，散养户和小型养殖场逐步

退出市场，随之而来的是大资金、大集

团强势介入，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场成

为发展的主流。退出市场的散养户和

小型养殖场主们将怎么办？试试这4个

发展方向！

一、生态养殖
许多散养户退出市场的原因是由

于环保政策不达标，如果改做生态养

殖，是不是能缓解呢？

散养户有一定的养殖技术经验，缺

乏的是科学的管理与指导，如果家里有

一定土地或草地，又在可养区内，可以

试着转为生态养殖。

二、规模化养殖
有一定经济实力、养殖技术高的部

分散养户，也可向规模化养殖场发展。

以生猪为例，坚持自繁自养，出栏量最

好在500头以上，在做好环保措施的同

时，还可申请一定的国家补贴，毕竟蚊

子再小也是肉啊！

三、畜禽粪便合理利用
在养殖规模大县，完全清退区内养

殖场短时间是不可能的，单一养殖户无

法承担环保设备的高昂代价，若养殖户

能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在养殖的同

时，加大畜禽粪便的集中处理和利用，

不仅解决了环保问题，还可为农民增加

部分收入。

四、粮改饲
受玉米收储政策的影响，2016年各

地普遍出现了玉米滞销现象，这才有了

后来国家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在玉米主

产区实行“粮改饲”试点，促进粮食、经

济作物和饲草料共同发展。“粮改饲”无

疑为生态养殖提供了饲料来源，也为部

分农民提供了致富方向。 （李斌南）

（本报综合 部分观点摘自禾丰牧
业集团董事长金卫东观点）

自今年1月1日起，我国饲料中全面禁止添加抗生素。禁抗来了，以何替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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