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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经验交流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9月4日,一

场大规模的养猪技术培训会在原阳县

召开。来自该县各养猪场户的相关负

责人、各乡镇兽医防疫管理人员，共计

170多人参会。

本次培训依托河南省“四优四化”

优质草畜专项和“非瘟下猪场安全生产

技术体系的构建与示范”专题组织开

展，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王克

领团队项目负责实施。

培训会上，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研究

员宋云海、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授邓同

炜、原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兽医师宋汉

柱、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

克领、副研究员王治方、副研究员李海

利，分别以“非瘟常态下如何改善母猪

的生产效率”“健康养猪关键技术”“提

高无害化处理控制动物疫病传播”“非

瘟下猪场疫病防控新技术”“规模化猪

场细菌性疫病防控技术”“中药制品防

控猪场疫病新技术”为题，对生猪饲养

管理和疫病防控做了全面的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9月2日，河

南省种羊遗传评估中心启动会在郑州

召开，同期举办河南省种羊生产性能测

定技术培训。

河南省种羊遗传评估中心由河南

省畜牧总站组建，系全国首家省级种羊

遗传评估平台，旨在引导全省种羊场规

范开展品种登记、性能测定、遗传评估

等育种基础工作。

种羊产业是现代肉羊产业发展的基

础，开展种羊生产性能测定及其数据收

集是提升肉羊遗传改良水平的前提。会

议要求，各种羊企业要及时完善育种设

施设备，加强种羊育种档案记录和管理，

定期报送种羊育种数据和育种工作总

结。各地市畜牧站要管理好、利用好这

个平台，用大数据架起为企业服务的桥

梁，助推全省肉羊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培训期间，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

其新、南京慧牧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张

鹭、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张清峰、省畜牧总站畜禽改良科科长

王献伟，围绕种羊选育方案制订、育

种关键技术等内容进行授课。

9月2日，尉氏县大桥乡大槐树村村委委员吴年到本村马雷养殖专业合作社了解养殖场运行情况。该合作社是一家带贫合作

社，为支持该合作社发展，大桥乡政府以产业扶贫资金20万元入股养鸡场，所得利润80%为贫困户利益分成，20%归村集体。目

前，养鸡场养鸡2万多只，吸纳劳动力20多人，其中贫困户务工8人。 苏振中摄

和猪肉、牛肉价格的高调相比，最

近一段时间，鸡肉明显有些“不忍直

视”。

中国畜牧业协会数据显示，8月28

日，白羽肉毛鸡价格为3.93元/斤，和4

月 1 日的 4.95 元/斤相比，降幅高达

20%。而白羽肉毛鸡是我国终端消费

市场鸡肉的最大来源，2017年占比就超

过50%。

行业人士分析认为，鸡肉价格走软

是供需双杀的结果，而且目前还看不到

“出头”的迹象。

去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替代

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鸡肉的需求，

带动白羽鸡肉产业上下游积极扩张，鸡

肉供应量整体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2017年，猪

瘟爆发前一年，我国鸡肉消费量是

1147.5万吨。2019年，全国鸡肉消费升

至1427.3万吨。

价格上涨、利润增加，肉鸡养殖户

自然补栏积极。但养鸡周期远短于养

猪，短期内补栏集中导致供给相对过剩。

一般来说，白羽鸡从孵出小鸡仔到

出售需要约45天的时间。一头猪从出

生到宰杀，一个生长周期一般需要4~5

个月。如果从后备母猪补栏到育肥猪

出栏算，大约需要14个月的时间，依次

经历能繁母猪、仔猪、断奶仔猪、小猪、

中大猪等5个不同形态或环节。

目前父母代种鸡的存栏仍在高位

徘徊，如无意外发生，下半年鸡肉供给

充足，短期内鸡肉价格继续震荡的可

能性较大。考虑到后续学校开学、南

方强降雨对生猪产能恢复带来的负面

影响，再加上秋冬为肉类消费旺季、中

秋国庆等节假日效应，鸡肉需求端状

况或有小幅改善。但基于猪周期后

期，猪价将逐步恢复正常，对肉鸡消费

带来不利影响，在供给端产能处于高

位的压力下，未来鸡肉价格或仍将保

持回落走势。 （辛圆）

近年来，随着病毒不断变异，禽流

感在家禽中也出现了新的流行特点。

部分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在

感染水禽后，可致其出现头颈扭曲等神

经症状，头部、腿部皮肤出血，剖检可见

虎斑心，死亡率达80%以上。还可以

感染部分蛋鸡、种鸡的免疫鸡群，导致

产蛋下降，出现扭头的神经症状。

部分H7N9的变异株感染水禽后，

水禽呈带毒不发病的现象。而白羽肉

鸡、产蛋高峰期种鸡、蛋鸡感染后死亡

率高达60%以上。

尤永君表示，从病毒分离来看，H7

亚型禽流感病毒有96%来源于鸡，4%

来源于水禽；而H5亚型禽流感病毒则

有50%来源于鸭，17%来源于鹅，仅有

33%来源于鸡。说明对于H5亚型禽流

感，应加强水禽的防疫。

“针对今冬明春的禽流感防控，建

议采用最新毒株制备的疫苗进行免

疫。”尤永君表示，从疫苗防控的效果来

看，新毒株禽流感疫苗（H5N2 rSD57+

H5N6 rFJ56+H7N9 rLN79）由于毒株

基因片段全部来源于禽源病毒，在疫苗

保护上更为坚实可靠，可有效防控变异

株 禽 流 感 的 威 胁 。 根 据 试 验 ，

H7N9rLN79 新的毒株制备疫苗可对

2019年和2020年分离株获得100%攻

毒保护结果。

（廖亚琳）

猪是活口，难免生病。遇到这种情

况，养殖户不顾自己吃喝立马就去买药

打针，想着快点把猪救过来，减少些经济

损失。郑重建议大家冷静面对，假如猪

得的是无药可救的病，不如及早放弃，节

省精力和财力。很多养殖户会觉得，叫

我抛弃一头猪，那可是好几百块钱啊，实

在是舍不得。

今天聊聊如何在养殖过程中学会舍

弃。

舍弃“弱”和“病”。像那些出生就体

质虚弱，根本吃不上奶的仔猪，如果专门

用一个人工去照顾，可能连成本都够不

上。对于这种情况，大型规模化猪场的

通常做法就是直接舍弃掉，以便有更多

的时间照顾好优质仔猪，减少伤亡。对

于那些病猪，首先考虑的是否有治疗价

值，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疾病的发生，之后

才是采取什么方式处理这样的病猪，绝

对不是为了治疗而治疗。猪场的一根红

线就是绝对不能因为一个传染源搅局了

整个养殖场。

舍弃“规模”。广大养殖户都是从养

几头猪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自己能驾

驭的养殖规模，但是随着近一年多来猪

价的好转，又有很多养殖户那颗躁动的

心不安分起来了，总以为终于摆脱了那

种“小规”的养殖方式，一味追求更大的

规模。一定要想好，各种建设、人员投

入的资金可不是小数，千万不要让“规

模效应就能赚大钱”的思路影响。规模

是养猪赚钱的一方面，但随着养殖数量

增大，单体的利润也降低了，一旦哪个

环节出了状况，损失的可不是一星半

点。所以，一定要舍弃盲目追求规模的

急功近利想法，想好各个养殖环节是不

是能完全掌控，否则还是扎扎实实地慢

慢扩群。

舍弃“便宜”。养殖人员都希望在养

殖过程中用到更多的“便宜”东西，以降

低成本。但以下几方面是例外：一是猪

场的基建和器具。没有好的生产设备，

谈何生产？效率哪来？年年都有猪场

因为电路老化引起火灾，受损失的养殖

户不在少数。二是猪场工人的工资。

合理的工资待遇和人力资源建设是发

展的根本，不仅是管理人员，绩效考核

同样适用于猪场的清粪工人，生产中不

可能雇佣一个便宜的工人除粪，再雇佣

高工资的管理人员来监督。三是兽

药。生产兽药的厂家多如牛毛，正规不

正规的鱼目混珠，一旦贪图便宜用了不

正规厂家的产品，预防和保健无法达到

预期效果。四是饲料。便宜的饲料通

常意味着劣质的原料，猪吃了增重慢，

延长出栏期，算下来比贵的饲料用着还

要贵。 （刘芳成）

●上半年全国约2.28万个生猪项目
完成环评手续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

司司长刘志全近日在该部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透露，截至7月，上半年全国约有2.28

万个生猪项目完成环评手续，涉及产能约

1.57亿头。其中，年出栏量5000头以上的

项目有1302个，涉及生猪产能约9500万头。

●肉类、水产品部分进出境监管要求
取消

近日，海关总署对部分进出境货物监

管要求进行调整，其中，出境饲料及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输入国家或地区无注册登

记要求的，免于向海关注册登记；取消出境

水生动物养殖场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和进境

水生动物隔离场工作人员提供健康证明的

监管要求；取消出口生产企业对肉类和水

产品加工用原辅料进行自检的监管要求；

取消对出口水产品养殖场投喂的饲料来自

经海关备案的饲料加工厂的监管要求。

●7月猪肉进口暴增120%，种猪进
口已超2万头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

份 我 国 猪 肉 进 口 43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20.2%，1~7月份累计猪肉进口256万吨，

同比增138.5%，全年的猪肉进口量预计将

有 390 万吨。今年以来全国种猪进口量

高于往年，已经超过2万头。考虑到从种

猪供应传导到仔猪的供应需要一年多的

时间，因此到今年年底仔猪供应仍很难缓

解，进而将影响到生猪的出栏量。

●家禽产能过剩？还有10亿只规模
的鸡舍在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

我国禽蛋产量增长 7.1%，禽肉产量增长

6.8%，增幅提高5.7%。辽宁禾丰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百胜中国肯德基的供应商福建

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泰国的正大集团

等行业领军企业已经制订了扩张计划，以

实现进一步整合中国食品生产的目标。

德国家禽相关设备供应公司——大

荷兰人集团中国区总裁和常务董事沃尔

特·本茨说，目前公司正在参加建造至少可饲

养10亿只鸡的新鸡舍。这其中包括山东仙

坛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1亿只家禽的养殖场

和屠宰项目，以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的两个1亿只家禽项目，这两个项目

计划将分别于2021年底和2022年6月完成。

优质草畜专项培训走进原阳

河南成立种羊遗传评估中心

鸡肉价格逆势下跌
未来或将持续回落

禽腺病毒、禽流感出现新特性
加强防范在今冬明春

养殖要懂有舍才有得

尉氏县 扶贫养鸡场 带出致富路

原阳原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86

从牲畜粪便到作物肥料，这一被打破

的农业链条需要重塑。

根据8月31日发表在《自然—可持续

发展》上的一篇论文，边种植作物边饲养

牲畜的中国农村家庭比例从1986年的

71%急剧下降至2017年的12%，这导致

越来越多的牲畜粪便得不到回收利用，既

浪费资源又破坏环境。

该论文题为《中国家庭层面牲畜和农

作物生产脱钩》，作者是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浙江大学研究

员谷保静担任。

基于针对2万多户中国农村家庭的调

查数据，研究团队发现与仅种植作物的家庭

相比，边种植作物边饲养牲畜的家庭(下简

称“种养结合家庭”)使用的化肥较少。然

而，三分之一的种养结合家庭产出的牲畜粪

便超过了他们自家农田所需的肥料。

“你有多少地，才可以养多少猪。”谷

保静表示，解决“养地分离”问题的重要途

径就是“以地定养”。此外，还应探索用高

效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大型养殖场的废弃

粪便进行处理。

畜牧与农田

中小型农场在我国动物产品供应中

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饲养场走向大规模

工业化，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放弃在自家后

院里养猪。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动物产品市场，

也是最大的农用化肥消费国，占到全球氮

肥用量的三分之一。总的来说，国内化肥

的使用效率低于50%，粪便回收率低于

40%，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化肥和粪便没

有变成作物的养分，而是流入环境造成空

气和水污染。

因此，这项研究试图用长期数据回答

几个关键问题：

1.国内农村家庭层面上饲养牲畜和

种植农田的脱钩到了什么程度?

2.这种脱钩是否会造成粪便养分流

失和化肥用量增加?

3.脱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如何

取得新的平衡?

脱钩的发生

调查数据显示，从 1986 年至 2017

年，农村种养结合家庭比例从71%大幅下

降至 12%，仅耕种家庭从 26%增加到

57%，饲养耕畜的家庭仅占到5%。这表

明，脱钩确有发生。

从地域来看，种养结合家庭的下降趋

势以华北平原和东部沿海最为明显，西部

和西南山区较为平缓。

种养结合消失的背后是专业化大型

养殖场的兴起。1986年，牲畜饲养主要

来自农村家庭；到了2010年，农村还承担

着一半的牲畜饲养量，剩下的就来自于规

模化养殖场。

与此同时，种养结合家庭的牲畜饲养

密度却在增加。调查期内，种养结合家庭

饲养的猪从每公顷耕地9头增加到了31

头，最大的饲养户一家养了5000多头猪。

然而，每公顷耕地大约只需要15头

猪的粪便养分。在1986年，仅有10%的

种养结合家庭养猪密度大于这一数值，到

了2017年上升到27%。这意味着超过三

分之一的种养结合家庭“供过于求”，多余

的粪便虽然也会有不饲养牲畜的邻居利

用，但大多要么被丢弃，要么被过度施用，

最终结果都是破坏环境。

从分离到重联

论文进一步讨论了脱钩发生的原

因。首先，化肥的运输成本和施用成本都

更低，这导致调查期内虽然牲畜粪便产出

也增加了，但只带来了更多的浪费。

此外，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进城务工，留下年长的群体，他们更

倾向于放弃牲畜饲养和粪便回收这项需

要大量劳力的工作。

“小养殖户本来是一家一户有一块地，

养两头猪。这个地可能是在种和收的时候

忙一阵，平时不怎么管也可以维系，但养殖

是需要天天消耗精力的。”谷保静说道，“结

果就是小农户慢慢放弃，大型养殖场建得

越来越多，但建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去考虑

的事情，最终造成猪田分离的情况。”

为了在未来重新取得牲畜与农田的

平衡，谷保静提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

地定养。“就是你有多少地，才能养多少

猪。比如你想建10万头的养猪场，要跟

周围的农民签订协议，或者自己把这些地

流转过来，配套地吸纳污染物。这个方面

国家正在着手研究针对性的方案，届时可

能很多没消纳用地的养殖场都将被关

闭。可以说，现在地和猪的匹配度正在提

升，但还有差距。”他说道。

展望更遥远的未来，还有一种更优的

解决途径，就是利用高效的技术手段将养

殖场的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甚至像澳大利

亚等其他国家有些地方已经实现的那样，

将粪便里的氮、磷成分提取出来，制成肥

料售卖。 （虞涵棋）

泌阳县供电公司
“零隐患”保障开学季用电安全

暑假结束，中小学校开学在即，泌阳县供电公司将开学季校

园安全用电走访排查作为供电服务大走访的一项重要内容。针

对各学校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经过假期闲置，安全可靠性方面可

能存在隐患的情况，该公司按照网格化、属地化原则，组织12支

服务队进行全面检查。在检查中，针对存在隐患的老化、破损线

路和装置进行维护和更换，加大线路设备巡视力度，及时对学校

周边配电线路、警示标志等进行规范整顿，对查出隐患明确责任

和期限整改，确保在开学之前做到“零隐患”。同时，该公司还印

制了安全用电宣传画，张贴在学校教室、走廊、操场等醒目位置，

教育和引导师生进一步增强安全用电意识。至目前，该公司已完

成对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安全用电检查，先后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43处，帮助学校更换老化线路2000余米，更换漏电保护开关

19只，张贴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800余份，为新学期安全用电

营造良好环境。 （王超）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贺红强 毛震）毛彦杰，原

阳县职业教育中心驻路寨乡贾四

村第一书记，现年56岁，因年龄偏

大，勤奋务实，勤恳为民，被乡亲们

亲切地称为“老毛”。驻村以来，毛

彦杰始终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奋

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上任伊始，毛彦杰驻村逐户

开展走访，与村“两委”干部讨论

制订了以抓党建、强组织为基础，

以“两委”干部、党员与致富带头

人帮带为纽带，以激发贫困群众

干事增收为重点，以民风建设和

民生改善为保障的脱贫规划和实

施方案，使党组织由被动干变为

现在的主动作为。在村“两委”干

部与党员的影响带动下，全村群

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精神面貌发

生了极大变化，2019年，全村贫

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4万

元。

毛彦杰切实落实国家扶贫政

策，帮扶3户实施了修善提升，10

户实施了安居工程与“六改一

增”，帮助10户受到村集体经济

带动，5户受到公益岗位带动，使

符合标准的村民及贫困人员全部

享受国家政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贾

四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全村整

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稳定

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贫困发生

率降至0.36％。

第一书记毛彦杰 勤恳为民扶真贫

农业部门官员、浙大专家新研究聚焦“猪田分离”，提出——

有多少地，才可以养多少猪

信息速递

禽腺病毒血清型多，近年来也出现

了新的流行特性。瑞普生物产品管理

中心总经理尤永君近日表示，2019年禽

腺病毒的流行以D11血清型为主，分离

率占比58%，其次为C4型和8b型。而

今年1~6月，C4型禽腺病毒的发生率明

显增加，占比增至60%，成为主要的流

行血清型，D11型的占比下降至16%。

在临床特征上，禽腺病毒病此前主

要集中在3~5周龄多发，而今年在产蛋

高峰期，甚至高峰期过后也有发生。剖

检除心包积液外，还出现肝脏被胶冻样

物包被。产蛋褐壳鸡感染后蛋壳颜色

会变白，占比可达 10%，日死亡率为

0.5%~2%，发病后5~7天为死亡高峰。

对于该病的防控，目前主要采用亚

单位疫苗或全病毒疫苗进行免疫。前

者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但不能完全阻

止病毒排毒，后者既可有效保护，又不

排毒。尤永君建议，在开产前对种鸡免

疫3次全病毒疫苗，并在产蛋高峰后加

强免疫，以产生高抗体阻断垂直传播。

今年禽腺病毒主要流行血清型为C4型
全病毒疫苗可有效保护不排毒

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可使免疫鸡出现高死亡
今冬明春需加强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