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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正确理解禁食野生动物范围

国家林草局此次通知提出，对珍贵、

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

动物，适用《渔业法》的规定；对列入《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

禽，适用《畜牧法》的规定。对水生野生动

物和《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发布后列

名的畜禽，撤回和注销已核发行政许可证

件或文书的同时，与渔业、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做好信息分享、资料交接等工作，保

障养殖户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对

属于禁食范围但具有科研、药用、展示等

非食用性合法用途的，依法依规做好行政

许可证件或文书变更、换发等工作，引导、

帮扶养殖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方向；对

属于禁食范围但其设施可用作养殖其他

动物的，通过加强信息服务和技术指导，

主动引导养殖户调整养殖结构，继续发挥

养殖设施的作用；对禁食后停止养殖活动

的，在地方政府领导下积极支持、指导、帮

助养殖户转产转业，尽量减少影响。

科学评估禁食影响

早在2月2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曾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对本区域所有以食用为目的从事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经营利用的机构，开展一

次彻底的检查整顿。该通知“重磅”宣布，

对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以食用为目的从

事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须撤回并注

销所核发的人工繁育许可证件或文书，并

一律停止为食用目的出售、运输野生动物

等活动。

本次通知则明确，各地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要进一步调查核实本区域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的从业主体、人员和在养野生

动物种类、数量、用途、养殖设施，以及养

殖模式、持有证件等情况，特别要细致掌

握从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或养殖企业以

往通过吸纳贫困户就业、收益分红等方式

扶贫帮扶情况。

此次通知还强调，各地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要准确掌握政策界限，对合法养殖

与非法养殖予以区分，对以食用为目的和

非食用性利用予以区分，合理测算合法养

殖企业或养殖户因禁食野生动物可能面

临的损失，科学评估返贫致贫风险，为当

地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在养野生动物有四种处置措施

本次通知表示，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

物，防止引发次生问题。对禁食后停止养

殖的在养野生动物，各地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要根据各物种的习性和特点进行妥

善处置。一是科学实施放归自然。对我

国有自然分布的在养野生动物，要选择生

境良好的该物种自然分布区或历史分布

区，将放归数量控制在科学核算的生境容

量以内，对放归个体进行健康观察检测并

进行适应性准备，且放归自然方案经科学

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确保不造成生态危

害；对存栏量大、超出当地生境容量的，由

省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协调跨区

域、分期分批分散实施放归自然。二是转

作非食用性合法用途。对具有药用、观赏

价值的在养野生动物，依法依规加快行政

许可和信息服务等工作，加速消化存量。

三是对属于禁食范围养殖户放弃养殖的

外来野生动物，不得放归自然，可委托代

养或移交至具备条件的收容救护机构，今

后根据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等需要进行

合理调配。四是对确不能采取上述3种

措施处置的在养野生动物，及时进行无害

化处理。

合法养殖、依规停业可获合理补偿

各地野生动物养殖场（户）被封存后，

养殖的野生动物不能吃、不能卖、不能杀、

不能放，养殖户每天还要投入资金维持，

大多陷入困境。对此，国家林草局要求各

地林草部门，要及时向地方政府报告，提

出合理补偿建议，明确补偿范围，将合法

养殖、依规停业的作为补偿对象，对违规

取得行政许可证件或违法从事养殖的不

予补偿；合理制定补偿标准，重点考虑在

养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适当兼顾养殖

设施投入和养殖模式等因素，并加强跨区

域沟通协调，避免补偿标准差距过大引发

新的矛盾。

此外，通知要求积极研究制定帮扶

措施，根据养殖户的具体情况精准施策，

对符合条件的优先纳入现有相关政策、

项目、资金等渠道予以支持；重点向养殖

户集中的贫困地区、建档立卡户倾斜，加

大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政策支持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其实现转产、发展替代

产业。 （本报综合）

核心提示

在养野生动物咋处置？哪些养殖户有补偿？
国家林草局明确：四种处置办法；合法养殖、依规停业的给补偿

国家林草局近日

发布通知，要求稳妥做

好禁食野生动物后续

工作。通知要求正确

理解禁食野生动物范

围，科学评估禁食影

响，区分合法养殖与非

法养殖、以食用为目的

和非食用性利用。此

外，通知提出合理测算

禁食规定对合法养殖

从业人员造成的损失，

科学评估返贫致贫风

险，明确补偿范围。

受2018年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全国多地生猪养殖业元气大伤。为加

快恢复生猪生产，守护好老百姓的“菜

篮子”，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扶持政策。

笔者在日前的调查走访中发现，一

方面，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成效显

现，激活了生猪养殖产业的“一池春水”;

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在加快恢复生猪产

能的过程中存在政策依赖、路径逼仄、

挖潜乏力等现象，亟须走好四步棋。

第一步棋，引入源头活水，做足项

目文章。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

大舟。在非洲猪瘟给生猪养殖业带来

的投资风险面前，有能力抵御和抗击风

险的，不是小打小闹的松散型养殖户，

而是资本雄厚的规模化养殖场。也正

因为如此，千方百计吸引市场资本大鳄

投身大型生猪养殖项目，无论是就当前

还是计长远，都不失为一枚“定海神针”。

第二步棋，开具对症良方，破解资

金瓶颈。从笔者调查走访的情况看，由

大公司、大企业或资本大鳄主办的生猪

养殖场基本不存在资金难题，急需“真

金白银”解渴的，是规模在500头以下的

小微型养殖场。对照当前银行开发的

信贷产品，这些养殖场（户）获取贷款难

度较大，经营面临困境。如欲对症治

疗，需要金融机构同声相应，在评估借

贷风险的基础上量体裁衣订制金融产

品，帮助小微型养殖场共克时艰，为加

快生猪产能复苏稳住有生力量。

第三步棋，跳出思维定式，丰富养

殖模式。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一些小

微型养殖场继续坚守阵地的信心松动，

这种境况急需改变过去固有的各自为

战的养殖模式，积极探索既有利于降低

投入成本，又足以抵抗猪瘟疫情风险、

实现多赢效果的多元化养殖路径。

第四步棋，落子乡村阵地，扭转农

民观念。近年来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

城市，很少有人愿意蹲在家里伺候几头

猪。即使是在猪肉价格高位运行的当

下，养猪利润与打工收入相比难有吸引

力。笔者在多个乡镇的调查结果也证

实，“无猪村”已非个例。不拒众流，方为

江海。笔者以为，加快复苏生猪产能，

也需要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

如果能在疫情风险防控方面加大培训、

支持力度，同时广泛宣传发动和引导外

出务工农户转变观念，投身到“公司+农

户”的生猪养殖模式中来，或将为提振

生猪产能发掘出又一片蓝海。（杜勇清）

4月16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知，

对《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有关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规定》要求：养殖者不得对外提供

其生产的自配料，不得以代加工、租赁

设施设备等方式对外提供饲料产品或

配制服务。除当地有传统使用习惯的

天然植物原料(不包括药用植物)及农副

产品外，不得使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以外的物质生产自配料。除农业农村

部允许在商品饲料和养殖过程中使用

的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外，自配料中不

得添加兽药。养殖者为防治动物疾病，

需要通过混饲给药方式使用兽药的，要

严格按照兽药使用规定及法定兽药质

量标准、标签和说明书购买使用，兽用

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兽医处方购买使用，

要建立用药记录制度，严格执行休药期

制度。用于生产反刍动物自配料的设

施设备不得与其他动物自配料生产设

施设备共用。反刍动物饲料不得添加

乳和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源性成分。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4月13日，固始县徐集乡月亮湾水产养殖合作社社员正在往养殖巢里舀灌泥浆、格蚌。该合作社与浙江省

宁波市一家珍珠养殖企业合作，利用当地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在临淮徐集乡、蒋集镇河流故道内饲养珍珠，并优先

安排当地50多家贫困户就近就业。 丁昌铭摄

早春池塘水的4个特性会给春季的

养殖带来一定困扰：水温较低，肥水比较

困难；受寒潮、暖湿空气影响，水温波动较

大，容易引起养殖鱼虾应激；藻类、微生物

生长繁殖速度慢，养殖对象吃料量少，生

产力较低；低温藻类作为优势藻，藻相不

易稳定。

俗话说，养殖先养水，早春时期更是

如此。生产上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清除野杂鱼。采用200网目的筛

绢网控制进水，达到过滤野杂鱼的目的。

使用茶饼、鱼藤酮等物质杀鱼，达到彻底

清塘的作用。

二、水体消毒。为减少细菌、病毒、真

菌、有害藻等影响鱼类正常生长，可以使

用卤素类消毒剂如聚维酮碘、氧化类如高

锰酸钾、重金属类如硫酸铜以及醛类如戊

二醛或者戊二醛苯扎溴铵等产品。

三、放苗前准备。进水并消毒池塘

后，在肥水前解毒，既有利于肥水，又使放

苗更加安全；培植有益藻类，为放苗做好

准备；放苗，建议全池泼洒水产用VC抗

应激，注意温度应激，提高鱼群免疫力。

四、肥水。早春的池塘水质问题包括

余氯、重金属、亚硝酸盐、pH、总碱度以及

青苔泥皮等。在肥水过程中需要全面分

析，效果才能更加突出。

五、稳定pH。土塘酸化或者长久不

清塘，会造成养殖池塘酸碱度偏低，可以

通过使用生石灰清塘，在平时养殖过程减

少添加有机肥，使用芽孢杆菌释放水体营

养等方式处理。池塘pH升高，有可能是

因为该鱼塘处于盐碱地位置，或者是在清

塘过程中过量使用生石灰，也有可能是藻

类过量繁殖光合作用过强导致。可以通

过水洗池底，使用有机肥酸化池底方式处

理，或者是清塘时候使用一定量的漂白

粉，也可以通过使用乳酸菌发酵，每亩3

公斤处理。

六、水草管理。水草管理包括水草促

长、水草挂脏、多品种种植、分畦间种、疏

密不匀等内容。 （林贞武）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勤玲宋温

“多亏镇政府的同志购买蜂蜜，还

给我出谋划策，真是太感谢了!”4月16

日，汝南县老君庙镇大肖村贫困户李四

和高兴地对帮扶责任人肖晓说道。

李四和今年66岁，有两个远嫁外地

的女儿，现在和老伴胡艳丽一起生活。

李四和患有心脏病，做了心脏搭桥手

术，老伴胡艳丽患有慢性病，腿脚不便，

不能干重活。李四和有着30多年的养

蜂经验，以前规模比较小，在帮扶责任

人肖晓的帮扶下，他扩大养殖规模，经

济收益也逐年增加。

2019年，李四和生产的蜂蜜基本销

售一空，全年销售收入2万多元。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蜂蜜销售遇到困难。

了解到李四和蜂蜜滞销的情况后，镇党

委书记宋应选一边号召带领全镇乡村

干部购买蜂蜜，帮他宣传，一边给他出

谋划策，利用网络进行售卖。就这样，

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路，李四和先后卖出

了200多公斤蜂蜜。

尝到网络销售甜头的李四和计划

把蜂箱数量继续增加，并打算在家附近

多种植一些蜜源植物，让蜂群一年四季

都有花蜜采，他相信自己的生活也会如

蜜一样越来越甜美。

“创业初期，一旦选定项目，就要付

诸行动，不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因

为市场多变，把握商机很关键……”4月

9日下午，宁陵县华堡镇“鸽子大王”楚

维向讲述了他的奋斗励志故事。

作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楚维向

2011年返乡创业，创办了天成种植合作

社和民成家庭农场。

“我的创业缘于一顿鲜美的乳鸽

宴。2009年我去南方出差，在餐桌上吃

到了一道香喷喷的烧乳鸽。鸽子肉质

鲜嫩，是上等美食。一打听，肉鸽养殖

投资小、收益高，市场前景不错。”35岁

的楚维向兴致勃勃地分享着他的创业

故事，“我一回到家，立即行动，投入30

万元发展肉鸽养殖。为了养好鸽子，我

天天待在鸽舍里观察、总结，慢慢摸索

出了一套养殖经。付出就有回报，我当

年获益6万多元。”

2013年一场禽流感袭来，几乎击

碎了楚维向的返乡创业梦想。整整一

年没有卖掉一只鸽子，5000多对鸽子

天天得吃得拉，他被逼到绝望的边缘。

但他坚信“剩”者为王，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果不其然，翌年

春天市场回暖，肉鸽价格暴涨。目前，

他的养殖场种鸽存栏1.2万对，年产乳

鸽15万只、鸽蛋50万枚，年销售额300

万元。

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鸽粪处理

成了大问题。楚维向想到了一个办法：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2006年，他流转

了100亩地种植金银花，鸽粪发酵后当

肥施入田间，金银花采摘后汁液拌入饲

料喂鸽子，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改善

了鸽蛋和鸽肉的营养和品质。

在脱贫攻坚战中，楚维向采取“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带动263户

农户养殖肉鸽，其中贫困户52户。金银

花采摘时，楚维向安置200多名富余劳

动力就业，人均年增收6000余元。

在产品销售方面，楚维向下了一番苦

功夫。他注册了“百鸽鲜”商标，申请了无

公害农产品证书，利用电商平台实现线上

销售，把肉鸽、鸽蛋卖向全国，自主开发了

风味小吃“申氏手撕鸽”，推出用金银花煲

制的鸽汤，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关于创业，我有两点小感悟：一

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需要多元化发展来应对市场变

化。二是树立品牌意识，做到诚信经

营，拉长产业链条，搭乘电商快车。”

采访结束时，楚维向道出了他的创业

心得。 (闫占廷)

除了政策扶持
生猪复产亟须走好“四步棋”

农业农村部

拟禁止养殖户对外出售自配料

汝南蜂农李四和的甜“蜜”生活

>>>接种疫苗
确保鸡群具有高水平的抗体
开产前接种疫苗，对于产蛋期疾病

的防控和产蛋率的高低至关重要。这是

因为产蛋鸡有高水平的抗体，不仅能够

了减少产蛋期重主要流行病的发病的风

险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疾病引起

的产蛋率和死亡率的波动，进而确保开

产鸡能顺利进入产蛋高峰期，鸡群有较

高的产蛋水平。

为了确保开产鸡顺利进入产蛋高峰

期，并保持较高的产蛋水平，不同鸡场应守

好鸡场病毒性流行病的最后一道防线。根

据当地流行病情况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

选用当地流行毒株疫苗接种，在开产前做

好禽流感（H9、H5+H7）、新城疫（基因

VII、VI系）、传支（QX株、M株）及减蛋综

合征等危害严重的病毒病的疫苗接种。

为了确保免疫效果，油苗免疫3周

后、活苗免疫2周后，抽血分离血清检测

抗体水平，根据抗体水平的高低和均匀

度的好坏，分析免疫效果。

>>>消炎保健
消除肠道和输卵管炎症
根据临床经验，蛋鸡100~110日龄

往其饲料中添加含有穿心莲、地锦草、青

蒿的中药，能够很好地调理肠道和输卵

管，预防肠炎、球虫病、输卵管炎的发

生。按照1.5%~2%比例拌料，连用5天。

另外，停药后再用2~3天的微生态

制剂，如含有乳酸杆菌、酵母菌的益生

菌，调理肠道菌群平衡，促进营养物质的

消化，利于鸡群顺利产蛋。

>>>适时换料
确保预产鸡骨骼中钙沉积
从17周龄开始喂产蛋鸡料，逐步将

饲料中钙含量由0.9%提高到2.5%，以满

足预产鸡对钙的需求。在更换饲料过程

中要有1~2周的过渡期，先更换1/3，再更

换1/3，最后全部换成产蛋鸡料，以减少换

料应激。产蛋率达20%后，换喂产蛋高峰

期料，饲料中钙含量由2.5%逐步提高到

3.5%，以满足蛋壳形成对钙的需求。

>>>逐步加光
刺激预产鸡性成熟
光照对蛋鸡生殖系统的影响很大，

增加光照可以促进预产鸡性成熟，有利

于预产鸡实现集中产蛋。

对于体格和整齐度达标的预产鸡，17

周开始逐步加光，如果青年鸡光照为10

小时，18周加光至12小时；如果青年鸡光

照为12小时，18周加光至13小时，以后

每周增加1小时，到21或22周加满16小

时后恒定，光照强度稳定在15勒克斯。

对于体重偏低的鸡群，一般推迟到

18~19周开始加光，具体加光的时间根据

预产鸡换羽情况确定。当80%以上鸡只

的主翼羽换得只剩下一根羽时开始启动

加光，加光长短和频次同上。

加光过程中，仔细观察鸡群的产蛋

情况，在加光正常的情况下，产蛋率一般

以每天3%左右上升，产蛋率增到90%之

后上升缓慢。如果脱肛鸡和双黄蛋的比

例增大，说明加光过快，要缩短每天和每

周的加光时长。 （尚文然）

春季池塘水质管理
六举措

“鸽子大王”楚维向：

生态养鸽 带民脱贫

守好四个屏障 蛋鸡集中开产

4月18日，灵宝市故县镇冯家塬村养牛

大户杨学智在给牛喂料。他从2016年开始

发展养牛，现养殖西门塔尔牛、夏洛莱牛80

余头，每头牛出栏可卖1.5万元以上，养牛让

他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邢博摄

河流故道种出脱贫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