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版 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现代畜牧 编辑∶陈辉 电话：0371-65795727 E－mail∶ncbxdxm@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段俊韶

采访热线采访热线：：1350386467613503864676 信箱信箱：：hnrbsgc@hnrbsgc@139139.com.com

欢迎登录欢迎登录““中原三农网中原三农网”” 网址网址：：www.zysnw.cnwww.zysnw.cn

本版联办单位本版联办单位：：

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畜牧局

8

养殖故事 淮滨农民高文宝

养殖黑山羊 走上致富路牛粪上长出“金蘑菇”

舞钢市工商局廉政精神从“文件”走向“文化”
舞钢市工商局不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加强

纪律建设，坚持不懈纠正“四风”，全面推动工商履

职，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的工商队伍。

严格执行“八项规定”，持之以恒纠风。紧盯“四

风”问题新形式、新动向，针对节假日等时间节点，加

强督查，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坚决纠正

不良习气，大力纠正铺张浪费和送收礼金、请托说

情、谋私逐利、工作松弛、玩风过盛、口无遮拦、持家

不严等不良习气。

精心打造廉政文化走廊。在局机关办公楼各层

走廊醒目位置悬挂廉政警示图片，提醒干部职工要

时刻绷紧廉政之弦，做到寓教于乐、警钟长鸣，真正

在潜移默化中使反腐倡廉意识深入到每个党员干部

职工心中，从而使廉政精神从“文件”走向“文化”。

(王新清 宋书景)
舞钢市政府办多措并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舞钢市政府办公室不断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多措并举，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实效。

为提高办公室工作人员理论素质，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舞钢市政府办公室一是

每周四下午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坚持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和领导班子成员讲廉政党课，纪检组适时做好学习

贯彻情况专项检查。二是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党风廉

政建设理论知识测试，检验和巩固学习效果。三是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谈心谈话等

活动，增强对党规党纪的理解和自觉遵守意识。四

是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并到廉政基地开展

警示教育活动。五是推进机关廉洁文化建设，在办

公区域内墙面、立柱面制作悬挂廉政宣传展板60余

幅，营造了机关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展示了市政府

办廉政教育成果。六是纪检组对办公室各级党组织

履行主体责任和全体人员各项推进效能和作风表现

进行跟踪监督检查。 （朱汇江）
国元农险助力新乡县精准扶贫
开出全省扶贫贷款保证保险第一单
为了服务好新乡县金融扶贫一揽子保险工作，

2017年12月18日下午，国元农险总公司非车险部

负责人沈华根、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肖栋等一行四位

主要负责同志，在新乡中支负责人李金忠的陪同下，

莅临新乡县指导招标后续对接工作，及与县直相关

单位分管领导就扶贫一揽子保险及金融贷款保证保

险后续工作洽谈，实地考察当地企业经营情况。

沈总一行从专业的角度对新乡县“政银保”三方

合作、四方带贫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新乡县规

范创新金融扶贫工作，开出全省系统非贫困县“政银

保”第一单表示祝贺，表态将建立绿色通道快审快

批，全力支持做好保险服务，助推新乡县乃至全市、

全省的脱贫攻坚工作。

据悉，国元农险作为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面助力新乡市脱贫攻坚工

作。目前，该公司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充医疗的再

保险工作也即将启动。 （贾新辉 赵乐强）
虞城县法院为22名民工兄弟讨薪25万元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执结6起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系列案，涉及农民工

22人，涉及金额25万元。12月20日，农民工代表

王振领等人带着锦旗来到虞城县法院向执行法官表

示感谢。 （陈金华 葛文利 文/图）
上门送去执行款关爱老人受称赞
屈老汉年逾七旬，老伴已经过世。近几年，几个

儿女都以种种借口不尽赡养义务，屈老汉无奈将儿

女起诉到原阳县法院要赡养费。官司打赢了，可赡

养费还是没着落。11月27日，该院执行局决定强制

执行屈老先生的赡养费，通过冻结其子女银行账户，

成功执行赡养费3900元。执行局政委罗斌带领执

行二庭庭长李秀岭顶着烈烈寒风亲自将执行款送到

了老人家中。 （张宏波）
女士手机失而复得寄信感谢热心民警
日前，洛宁县公安局政委葛现通收到一封来自

洛宁县豫洛分厂家属院一个名叫张燕女士写来的感

谢信。经了解，张燕女士在京宁路工商银行门口自助

取款机办理完业务离开后，不慎将手机遗失，找了许

久未果。由于手机里存有重要的材料和信息，张燕就

来到城区派出所报警，值班副所长刘思佳详细询问

后，耐心给张燕解释清楚此种情况属于遗失不能立案

的理由，但看到张燕着急的样子，立即带领派出所刘

爱军、郭孟贤两名同志前往工商银行去查监控。监控

显示张燕办完业务手机掉在路上，被后边一驾三轮车

的男子捡走。通过沿路深入走访调查，终于找到捡拾

手机的男子，至此，张燕的手机失而复得。张燕被派

出所民警热心相帮的真情所感动。 （张伯伟）
贯彻落实干部作风大整顿
鄢陵县南坞镇为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

设，严肃工作纪律，严格遵守单位各项管理制度，敢

于担当，履职尽责，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以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为重点，深入推

进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促进党员干部作风明显改进、

服务效能明显增强。 （张晓山）
深入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鄢陵县

水务局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深入开展廉政教

育活动。通过围绕十九大精神宣传解读等内容进行

廉政教育，举办培训；对反映基层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电教片集中观看进行警示教育；选取典型案例，以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尤其对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

典型案例，以案促改，使党的十九大植根民心，唱响

反腐倡廉的主旋律。 （郑磊）
开展精准扶贫督导检查
为深入贯彻落实“扶贫政策宣传月”活动，全面、扎

实推进扶贫工作有效开展，许昌市建安区财政局对财

政干部分包村点扶贫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要求一定从

实际出发，摸清贫困人口现状，准确划分贫困类型，为

贫困户精准“号脉”，找准“症结”，选好“药方”，围绕“六

个精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在“一村一

策”、“一户一法”上下功夫，求实效。 （李楠）
持之以恒纠“四风”
鄢陵县水务局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

工作。一是全面深化“两个责任”，积极落实“主体责

任深化年”活动部署和“一岗双责”，开展监督执纪问

责。二是切实督促责任落实，建立年度全面从严治

党“两个责任”清单。三是认真开展“廉政大约谈”活

动，实现无死角、做到全覆盖。四是认真开展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贯彻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狠刹“四风”。

五是切实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廉政情况的监督

检查，强力打造民生工程、阳光工程、廉政工程，树水

利丰碑。六是强化预防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常

态化。七是强化执纪问责，不断增强党风廉政建设

实效。 （郑磊）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鄢陵县安监局完善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深入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党纪法纪教育及职业道德教育，

发挥教育引导作用，从源头上杜绝各种违法违纪行

为的发生。该局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一把手”负责

制，与各股室队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明

确工作职责，层层抓落实，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

出成效。同时，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

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再上新台阶。 (张晶晶)
筑牢廉洁审计“防腐墙”
今年来，鄢陵县审计局通过完善监督机制，筑牢

廉洁审计“防腐墙”。制定了《审计现场廉政监督及

履行自我约束全程记实机制的实施意见》，局监察室

及审计组廉政监督员对每个审计项目的实施过程进

行跟踪监督，全程留痕，确保审计人员依法审计，廉

洁审计，为提高审计质量、加强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

基础。 （杨喜荣 王翠霞）

切实抓好正风肃纪工作
今年以来，许昌市建安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

合工作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多措并举抓好正风肃纪

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是加强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性修养与为民服

务水平；二是开展警示教育，增强中心干部职工的廉

洁意识，切实做到警钟长鸣；三是开展廉政约谈，确保

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四是加强监督责任落实，营

造规范有序、阳光透明、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李敏）
从严从实抓好干部纪律作风建设
为提高机关的整体合力和工作人员整体水平，

促进机关作风建设长期化、经常化，鄢陵县工商联采

取“三个举措”，进一步强化机关作风建设。

一是加强工作纪律提醒，要求干部职工严守工

作纪律，工作期间不做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二是

加强内部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管事，实现工作的制

度化和规范化。三是加强纪律作风督查，对全体干

部上下班情况、上班期间在岗状态等纪律作风情况

进行定期不定期督查，针对督查到的问题，严肃追

责。 （周鹏）
多措并举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为抓好财政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许昌市建安

区财政局以“强化党的意识、严守纪律底线”为主题，

多措并举抓好反腐倡廉工作。

结合“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大力开展“以廉为

荣、以腐为耻”的廉政教育，定期对局党员干部开展廉

政谈话，加强反腐倡廉的日常教育。利用微信等现代

传媒手段，定期发送廉政教育短信，坚持打造一支“为

民、务实、清廉”的良好财政干部队伍。 （李楠）
召开加强作风建设全体会议
12月11日上午，鄢陵县工商联召开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查找问题，坚持以上率下，锲

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按照新时代建设总要求，研究

部署工商联工作。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

示与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实施细则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四个意识”，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执行到

位。 （周鹏）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许昌市建安区财政局以“六项教育”为主，促进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是注重廉洁自律教育，为廉

洁自律工作奠定思想基础；二是注重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和保持高尚的情操，真正做到自尊、自重、自省、

自警；三是注重文明礼貌教育，时刻注意自己的言

行，维护整体形象；四是注重典型教育，引导干部职

工从中吸取教训；五是注重“一把手”教育，筑牢思想

道德防线，慎用手中权力；六是注重廉政文化建设，

把廉政文化融入各项工作之中，真正做到“以廉为

荣、以贪为耻”的工作理念。 （李楠）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净化安全监管队伍
今年以来，县安监局党组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为抓手，紧紧围绕“抓班子、带队伍、创环

境、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建立健全“一把手负总责，

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班子成员齐抓共管、纪委协调督

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深入推进，打造了一支对党忠诚、作风强硬、业

务精湛、敢于担当的安全监管干部队伍。(王志强)
舞钢市铁山街道狠抓作风建设
一是在全街道范围内持续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领导干部收

受红包礼金、领导干部插手和干预市场经济专项治

理、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等一系列专项

治理活动，推动治理常态化。二是盯住扶贫、危房改

造、低保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了查处基层侵害群众

利益集中整治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三是深入开展

工作作风整治活动，加强对机关工作作风监督检查，

不定期组织人员到各村和机关各站办所检查工作作

风和工作纪律情况，重点整治“庸、懒、散”现象。

2017年开展明察暗访40余次，对违反工作纪律的8

人进行诫勉谈话、1人停职检查。 (左艳慧 李自军)
冬至送温暖 关怀送一线

“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这句话在

河南是家喻户晓的。为了使驻马店泌阳县供电公司

一线员工在冬至节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感受企

业家庭的温暖，12月20日~21日，该公司组织员工

在职工餐厅开展了一次“冬至包饺子”活动，将组织

的温暖带给每一位一线员工。 （王丽娟 文/图）

12月24日夜，新郑市交巡警大队加强巡逻力

度，开展酒驾、毒驾集中整治统一行动，查获酒驾5

人，其中4人涉嫌危险驾驶罪。 王丽萍 摄

“这批羊刚从广东东莞运回来不到两

个月，商品羊就被提前订购完了。”12月22

日，淮滨县谷堆乡孙岗村，正将户外林地间

的100多只黑山羊赶回羊圈的村民高文宝

喜滋滋地告诉笔者。

高文宝1981年毕业于淮滨农校，一直

在乡兽医站进行产地检疫工作。1997年，

为改善家庭条件，他和多数青壮年劳动力

一样，经朋友介绍选择外出务工。在广东

东莞长安镇养猪场工作几年后，高文宝经

过多方考察，发现黑山羊在当地市场很受

欢迎。

2013年，高文宝夫妇与朋友在东莞合

伙创办了养羊场，购买了一批黑山羊种羊

进行放养。经过5年的发展，如今高文宝

养殖的黑山羊在当地海边、鱼塘、草场形成

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带来的效益也非常

可观。据高文宝介绍，东莞的养羊场养殖

了近400只黑山羊，按照当地的价格，一斤

35元，一年卖100多只80斤左右的商品

羊，年收益近30万元。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市场运营良好，

高文宝夫妇将东莞的养羊场交给朋友照

料，自己回到家乡养起了黑山羊。由于高

文宝采用纯天然、绿色放养模式，经验丰

富，销售形势喜人，吸引了不少本地和周边

地区人员前来洽谈、参观。“高文宝家养殖

的黑山羊，板肉厚满、皮毛质软细小、瘦肉

率高、膻气少，肉味特别鲜美。”一名慕名前

来购买的买家说。

“规模大了才有市场，今年看看情况，

如果黑山羊适应家乡环境，明年俺准备将

这边的养殖规模扩大到300只以上，我还

打算在网上销售。”目前，高文宝已申请成

立了白露湾种植养殖合作社，带动10余户

贫困户共同致富。

“现在流行立体养殖，俺还打算养点

鱼、小龙虾、香猪、鸡、鸭。大城市节奏快，

俺们年纪大了，想在家接送接送孙子孙女，

和老伴享受享受家乡悠闲的田园生活。”谈

起家庭农场的未来，53岁的高文宝充满了

期待。 (韩浩 朱丝语 秦怡欣)

“没想到用牛粪种蘑菇，长势会这么好！以

前牛粪都不知怎么处理，为了不污染环境，还得

花钱请人清理。现在，牛粪成了我们这里的紧

俏货。”12月18日，在正阳县人大代表、种菇专

业户单本凯的带领下，笔者来到他在袁寨乡闵

庄村的菇棚。在这里，笔者看到，一排排整齐的

菌架上，一个个像扇贝一样的双孢菇正在奋力

生长，长势很是喜人。

“2011年3月，我在深圳打工时听说养肉

牛很赚钱，经调查发现，正阳县黄牛品质不比南

方的差，而且正阳县是农业大县、全国花生种植

第一大县，小麦秸秆、花生秧等养殖饲料丰富。

通过考察，我用打工挣的40万元购进60头黄

牛，在家门口建起生态养牛场，开始养殖肉牛。”

单本凯说。

在养殖肉牛的过程中，单本凯采取“滚雪

球”的办法逐步扩大规模，到2014年6月已发

展夏南牛良种母牛105头，每年享受国家财政

补贴5万多元。

创业初期，牛粪让附近群众免费拉走当肥

料。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怎么处理牛粪开

始困扰单本凯。乡亲们用不了那么多牛粪，扔

掉太可惜，堆放在院里又影响环境，有时不得不

花钱雇人运出去。“现在养殖的200多头肉牛每

天产生牛粪2000多公斤，用农用车拉需要装五

六车。”单本凯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电视

上看到用牛粪种植双孢菇的新闻，于是便决定

试一试。

无巧不成书。2016年3月，在正阳县人大

会上，单本凯认识了市人大代表、食用菌合作社

理事长鲁新爱，鲁新爱告诉单本凯：“用牛粪种

植双孢菇，不仅可以将牛粪变废为宝，还能延伸

产业链条，提高生态经济效益。”

这番话让单本凯茅塞顿开。2016年秋收

后，单本凯便着手建菇棚。在鲁新爱创办的食

用菌合作社技术员指导下，单本凯前期建菇棚

两个，每个菇棚200平方米，年产双孢菇2万多

袋。

单本凯养牛又种菇，成了乡亲们心目中的

“财神”。今年3月，他被推选为正阳县第十四

届人大代表。为了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单本

凯以自己创办的生态养牛场为阵地，免费开办

秸秆养牛、牛粪种菇培训班，传授养牛种菇实用

技术。

如今，单本凯每年养牛收入近20万元，示

范带动周边20名青年民兵创办养牛场和食用

菌场。他还被县、乡授予“优秀人大代表”“民兵

创业致富标兵”“养牛状元”“食用菌种植致富能

手”等荣誉称号。

（范杰 梁军 李斌）

近日，在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的支持下，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联合8家相

关农业科研单位在郑州市召开会

议，正式启动河南省优质草畜科技

支撑专项行动计划。

据优质草畜专项负责人徐照学

研究员介绍，在全省推进种养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强省建

设中，优质肉牛奶牛是重点发展对

象。今年6月《河南省推进优质草畜

产业发展工作方案》提出以驻马店恒

都、南阳科尔沁、焦作伊赛等十大肉

牛产业集群和焦作蒙牛、济源伊利、

郑州花花牛等十大奶牛产业集群为

依托，加快肉牛奶牛产业发展，今年

将确保完成新增肉牛20万头、奶牛5

万头，新增生鲜乳20万吨，饲料作物

种植面积达到200万亩。

今年全省扩大粮改饲试点范围，

试点县由去年的8个增加到43个，面

积由去年的35万亩增加到91.4万

亩。以“粮改饲”试点县建设为示范，

大力发展全株青贮玉米、苜蓿青贮，

围绕肉牛奶牛“双百万千亿斤”产业

化工程，强化优质饲草收贮利用，高

效保障优质肉牛奶牛产业发展。

通过该专项的推进实施，将累

计示范推广优质畜草品种15个、肉

牛良种示范规模5万头，配套产品

19个、节本增效技术25项，布局饲

草、肉牛和奶牛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35个，服务龙头企业15家以及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

主体 230 家，培训农村种养能手

3000人次以上。 （冯长松）

12月24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

铺乡刘李庄村养羊能手代海艳正在

评估羊羔生长情况。2014年春季，畜

牧专业毕业的代海艳，为了发挥专

长，回到家乡搞起养羊业。她利用闲

置荒地，投资50万元建起了一个占地

面积达1400平方米的标准化养羊场，

并引进波尔山羊、小尾寒羊520只。

饲养中，她采取传统养殖技术

和现代新型养殖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繁殖和育肥，饲料由原来的纯

秸秆换为氨化饲料与自配饲料相结

合，不仅节约了饲养成本，还提高了

羊只自身疾病免疫能力。一年下

来，仅出栏羊一项就获利 28 万多

元。如今，她的饲养场年出售山羊、

绵羊 1200 多只，年获纯利 60 多万

元。 陈臣 杨艳 摄
为科学评估冬季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和流行趋势，有效提升全县重大动物疫病

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孟津县畜

牧局抽调5名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5个

二级监测网点和10个三级监测网点进行

了调查。

调查采取现场询问的方式，详细了解

养殖场户的基本养殖情况、发病情况和对

疫病现状的认识，并现场填写了流行病学

调查表。通过调查，孟津县没有发现疑似

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

病、小反刍兽疫等重大疫病，各养殖场户对

动物疫病的防治非常重视，能够熟练掌握

各种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传播及控制知

识，及时对畜禽进行接种免疫，做好动物疫

病的预防及场区消毒灭源工作，并填写相

关生产记录。

通过此次调查，及时掌握了本辖区动

物疫病的发生规律和流行趋势，以及孟津

县动物疫病流行病学第一手资料，为冬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打下了良好基础。（张涛）

我省启动
优质草畜科技支撑专项行动计划

商丘女“羊倌”代海艳 养羊圆了致富梦

孟津县 开展冬季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

12 月 18 日 ，

商水县平店乡杜

庄村卫红养殖场

的陈卫红正在估

摸山羊膘情。3年

来，在乡村扶贫干

部帮扶下，陈卫红

积极参加实用技

术培训，利用小额

贷款扩大养殖规

模，山羊饲养存栏

100 多只，年出栏

60多只，仅此一项

年收入4万多元。

赵永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