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立专门的野猪长跑 !运动场"#每

天举行野猪!运动会"#从而提高肉的品

质#占领市场$在新野县溧河铺镇刘荣军

的特种养殖场内#这种独特的方法#让人

大开眼界$

现年
!"

岁的刘荣军#是该镇样岗村

的农民#曾在村里任过干部$为了能给当

地群众寻找一条致富道路# 经多方面考

察市场后#于
#$$$

年在街道投资
#%

多万

元开始养殖肉鸽$ 带动了附近
&%

余农户

加入#他还办起了红烧乳鸽店#年消化乳

鸽
&

万多只#产值
'%

多万元#成了远近

闻名的!乳鸽大王"$ 为了能再寻到一个

能做大的富民产业#

&%%(

年他先后只身

到浙江%福建%北京等地#考察特种养殖$

经过广泛认真的市场考察分析后# 去年

投资
#%%

余万元#在溧河铺镇街道北建起

了占地
)%

多亩的% 以养野猪为主的特种

养殖场$ 现在养殖场存栏各类野猪%土猪

)&%

多头$为了提高肉的品质#锻炼野猪的

肌肉#他在专家的建议下#在养殖场内设

立了占地
)

亩的专门野猪 !运动场"#每

天逼着这些野猪参加!长跑"在
&%%%

米

以上$ 新野县委宣传部 张九鼎 王冬安

四月 节气为清明 !

!

月
!

日
"

和谷雨!

!

月
#$

日"

!杨花飘尽菜花香#四月田间人

人忙"#这是播种的季节 #也是收获

的季节$

#*

大棚早春黄瓜%西葫芦陆续上

市#黄瓜霜霉病%灰霉病 #番茄灰霉

病% 晚疫病开始较多发生# 用 !好

意"%!健植宝"%!露速净"%!蓝潮"等

农药预防效果很好$ 四月下旬露地

菜青虫开始发生#注意用!毒丝本"%

!壹马定"%!虫螨立克"等预防$

&*

继续播种大葱%韭菜$

)*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此期

开始直播露地西瓜& 麦套无籽西瓜

开始育苗# 提前育苗的西瓜可盖地

膜定植$ 品种选择'无籽西瓜有!豫

艺
$&+

无籽"%!豫艺黑优无籽"%!豫

艺天盛无籽"%!豫艺黑优大果无籽"

等#有籽西瓜有!豫艺
&%%%

"%!豫艺

'$

"%!豫艺吉祥 "% !豫艺绿之秀 "%

!早抗二号"%!豫艺
#'

"等$

!*

谷雨过后#中原大部分地区露

地茄果类蔬菜开始移植大田& 小拱

棚提前栽培的注意放风炼苗# 准备

揭膜$

'*

露地春黄瓜%豆角%菜豆盖地

膜直播 $ !豫黄瓜
&

号 "%!豫艺龙

祥"%!豫艺绿如意 "%!豫艺全盛 "是

很好的春露地黄瓜品种$ !珍玉极早

生" 豆角是抢早上市表现极好的豇

豆品种# 同期播种比其他品种可提

早上市半个月# 早期产量高# 效益

好#结荚期注意加强水肥管理#防结

荚多而早衰$

河南农业大学 张绍文

能玩能跑#睡有暖床(这些词汇用在猪的

养殖上#一定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

让猪儿从密集的!阁楼"搬进宽敞明亮的!套

房"#睡上!席梦思"#已成为荥阳市生猪养殖

场和养殖户的新做法$日前#笔者走进位于荥

阳王村镇的金华养殖场# 看到的就是小猪快

乐成长的场面$

所谓!席梦思"就是在新盖猪舍的里面铺

上
(%

厘米厚的垫料#混合上生物环保发酵制

剂$荥阳市畜牧局高级畜牧师李慧告诉笔者#

不需要复杂的管理#不需要清理垫料#猪儿就

可以在软软的!席梦思"上自由自在地生长#

就可以实现无臭味%不生病%零污染$ 农民朋

友形象地称它为!快乐养猪法"#它也是荥阳

市畜牧局近几年来一直积极推广的一种生态

养猪新模式#学名叫生态环保养猪法$

在荥阳王村镇金华养殖场里# 搬进干净

的!套房"的猪儿也显得格外!讲卫生"了#大

小便都在固定的地方$吃饭的时间到了#当远

远看到饲养员拎着饭桶走进来时#正在!席梦

思"上玩耍的小猪们一窝蜂地跑过去#朝饲养

员不停地摇着尾巴#仰着小脸#嘴里还!哼哼"

个不停$吃饱喝足以后#又腆着小圆肚悠哉悠

哉地走回!席梦思"上#或玩耍或睡大觉$身子

底下由锯末% 菌种和粪便混合反应而产生的

生物热#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能量#把!席梦思"

装扮得就像一张暖床$

不同于以往的养殖模式# 生态环保养猪

法是利用生物的化学反应而自动实现养殖粪

便分解#达到无污染#净化养殖环境的一种生

态饲养模式#省时%省工%省料#荥阳自
&%%(

年
+

月实施以来# 生态环保养猪法很快得到

了广大养殖场的认可$

金华养殖场场长李遂军说'!自
&%%(

年
(

月开始进行生态环保养猪以来# 确实感到跟以

往有很大的区别# 一是环境卫生好了# 没有臭

气# 也不用天天腾出大量的时间来清理猪的粪

便了#节省了很大的人力&二是生猪生长速度快

了#以前喂猪要
#"%

多天才能出栏#现在
#'%

多

天就长到
&%%

多斤#而且喂的猪还不生病#一头

猪喂下来饲料%兽药成本就节省了不少#总成本

算下来每头猪可多收入
#'%

元左右$

在这项养殖法推广期间#每天都有养猪户

到荥阳市畜牧局咨询生态环保养殖法的具体

方法$据介绍#现在#荥阳全市试点企业由最初

的
'

家迅速增长到
)#

家# 环保猪舍面积达到

&

万平方米#环保养猪数量达到
#*)

万头$

荥阳市畜牲局 宫玲玲 李宁

! !

!"#

!"#$

%&'"

有道是'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要

受穷$ 计划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发展药材也

是如此# 必须要注重品种的选择# 因地制

宜#即使市场行情看好#也不要盲从行事#

因为各个药材品种都有种类之分# 品质纯

正% 优良的种子也是保证种植高收益的第

一个关键#万一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下

面结合安国市中药材研究协会实践工作经

验和市场行情趋势分析# 给您选购药材品

种提一些有用的建议$

天南星价格持续走强# 用种子繁殖的

小个天南星价格坚挺# 货源紧缺# 市场紧

俏$ 其种子价格也早已过百元#亩投资数百

元#高收益高风险#正是体现在天南星种子

上'真假不辨#定无收益$ 其新种子较陈种

子重#颜色发绿#陈种也较硬#但一搓则易

粉碎成末$ 天南星种子圆形# 种子试验发

现'内部胚乳物质多为粉状#陈种则发黑$

此外要想高产选地也重要#黏土不适合的$

天南星耐荫#可树下套种增收$

野生甘草货少 #家种甘草走畅 #占据

主力市场#规模化发展正是好时机$ 其好

种子货源不多#在市场上流通着内蒙古种

子和新疆种子 #两个品种效益不一 #其外

表难分辨 $ 市场需求主要是红皮甘草为

主#价格也高$ 甘草种子扁圆#色绿#双子

叶 #种子试验表明子叶均可着色 #但处理

时间要长$ 因甘草种子外壳坚硬#要先进

行破壳处理再播种发芽率高$

瓜娄的根和果实都可入药#市场稳定#

可与小麦套种# 提高收益# 也可在山区种

植#多年生长#不用管理#连年采收#亩效益

在数千元$ 瓜娄根有雌雄之分#雌性根茎才

长全瓜娄#而雄性根茎只开花不结果#其外

表很难分辨# 如果全是雄性根茎那就麻烦

了#务请不要乱买#要找可靠的科研单位#

才能买到真正的种茎$ 您可要当心了)

生地也叫地黄#亩产量高#常用的品种

有!北京红"和!

(','

"#适应性强#效益好$

值得注意的是生地秧苗和成品!小生地"差

不多#如果不知道的话就麻烦了#种上生地

秧苗的话可以长出生地#有好的产量#但种

小生地的话***那种啥就收啥)

当归价格稳定#种子价格较高#多有计

划种植#一般沙性土为好$ 当归为伞形科植

物#种子为薄片椭圆状#底部光滑%背部有

三条凸起的棱#褐色#有香气味$ 种子发芽

试验'去掉外皮#则种子为扁平#有的弯曲#

断开面有透明感$ 种子寿命只有一年#陈种

无芽力$

大叶蒲公英走红市场# 得到市场的认

可#产量高#亩效益在数千元#也可作为特

色菜食用#需求量逐渐加大$ 商机潜在#种

子价格也在数百元# 其种子细长# 色黄微

绿#生命力为一年#大叶品种和野生品种不

一样#个体大#产量高#而野生品是很矮小

的#无实际种植效益的$

牛夕当年采收# 也可在麦收后种植#

效益稳定$ 种植选用一代原种为好#根条

直%分叉少%产量高%质量好%价格高$ 另有

土牛夕产量低%药效含量低%价格低#市场

滞销$ 种子外观差不多#但去掉种皮后可

发现一代原种要相对细长些$ 牛夕种子生

命力只有一年 #种子试验发现 '其种子的

胚根很长#包围在种胚外#不到一圈#这样

生根快发芽快 #土壤干燥不好 #种后必须

保持土壤湿润才可有利生长$

黄芩是大宗品种 #销量大 #适合规模

化发展 #价格走稳 #收益稳定 #可当年收

获$ 新种子简单鉴定'色质纯黑#不发暗#

用水泡后捞出一挤有白芽的为好$ 种子试

验发现 '其种子为三棱形 #其中一面较平

坦#种皮较厚#双子叶$ 种子较小#播种不

可过深$ 黄芩种子只有一年的生命期#陈

种不能发芽$

具体别的品种如红花%远志%桔梗等限

于篇幅不再多说$ 此外#还有关于提高种子

发芽处理等问题也是要注意的# 如北沙参

必须经过低温沙藏才会发芽$ 学习的目的

在于应用#如何让自己做到心中有数( 一方

面我们可学习有关辨别方法# 再通过做发

芽试验来检验# 一般几个小时或几天就可

得出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可寻找可靠的专

家来咨询或到专业种植基地购种买苗#找

到第一手种源#心里有底#从而确保一个成

功的开始)

河北省安国市中药材研究协会 赵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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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水库地处洛阳以北
!%

公里

的黄河干流上# 上距三门峡水库
#)%

公

里#下距郑州花园口
##'

公里#位于穿越

中条山%王屋山的晋豫黄河峡谷中#库区

全长
#)%

公里#总面积
&"(

平方公里$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于
#$$"

年

截流#

&%%#

年底竣工$小浪底大坝截流

后#晋豫黄河峡谷与库区的柏崖山%红

崖山%黄鹿山等
&%

多个风景点及雄伟

的水库大坝交相辉映#形成湖光山色%

千岛星布%!高峡出平湖"的自然景观#

使得小浪底水库同时成为由山水自然

风光和水利工程组成的大型旅游区$

小浪底水库内大量的半岛%孤岛%险峰#使自然景观近有曲折蜿蜒的河湾#远有烟色浩淼的

湖面$ 从码头登舟#击水搏浪#出入高峡平湖#观赏沿岸山水风光#尽情领略母亲河的风采#以景

观上的美%幽%奇%胜%典满足人们高尚的享受和回归自然的追求#在风格上既有田园风情的古朴

典雅#又有现代时尚的豪华气魄$ 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观光游客#将小浪底誉为!小千岛湖"#

认为小浪底集三峡之险与漓江之秀于一体$ 实习生 王乾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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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位银行系统友人之约# 日前笔者陪

他走访了几家大型养殖企业# 后又与几家中

小企业朋友进行了座谈$ 笔者发现#畜牧企业

在商业银行融资#相当困难$

畜牧企业的经济效益其实 !不差钱"#这

个圈子的人也大都很讲诚信#几天考察下来#

朋友充满了惊喜和信心#!绝对是一块没有开

垦的处女地"$ 其实#畜牧企业和商业银行眉

来眼去#频递秋波#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厢情愿#可真正牵手

成功却又难上加难#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交情不深#难令银行情动$ 很多畜牧

企业对金融知识和货币政策不了解#也不掌握

贷款动向和条件# 缺乏与银行的交流与沟通&

有的企业不办理贷款卡#不参与银行信贷征信

系统建设#没有信用等级#也就没有!入围证"

和!入门证"&有的企业贷款卡未年审或年审不

合格#信贷之路自行堵死&有的企业不能向银

行提供经营报表等信息#信用等级降低$

其次#风度不佳#难获银行芳心$ 信用等

级在
!

以上的企业才容易贷款#

.

以下的基

本没戏#这个信用等级就是企业的!内涵"$ 内

涵决定风度#很多畜牧企业!内涵"不深#风度

不佳'有的没有一个完整的财务报表#更不用

说经过财务和审计部门审定了& 有的没有良

好的连续经营记录#家道是否殷实#!身世"是

否清白#不明不白&有的企业产权不清#抵押

担保资产不足#银行放贷面临风险&至于那些

有过不良信用记录!前科"的企业#银行更是

与之!老死不相往来"了$

其三#!聘礼"不硬#难入银行法眼$ 银行

偏爱的!聘礼"多是土地%房产等硬通货$ 畜牧

企业租地多买地少# 没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证#也就办不了贷款抵押等手续$ 该出手时拿

不出手#银行资金也就!爱莫能嫁"了$

其四#!彩礼"不丰#难令银行心动$ 银行

是个!嫌贫爱富"的主儿#这点应当理解#毕竟

一亿元和一万元贷款在手续和工作量上差别

不大$ 为降低管理成本#增加资产效益#首选

当然是!傍大款"$ 我们的企业通常贷款不多#

银行资金又如何乐意屈身下嫁呢(

企业如何才能走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

融资困境#捕获银行芳心成就美满姻缘呢( 作

为 !追求者 "#企业一定要内练苦功 #外修形

象#大胆主动#力求成功$

第一#练好扎实内功#铸就信用等级$ 企

业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严格

按照会计法规和商业银行要求#建立全面%准

确%真实的财务制度#定期向相关各方提供全

面准确的会计信息# 以及连续的良好经营记

录等#增加信息透明度$ 由信用评级系统生成

企业信用等级#并不断提高信用等级$

银企间一切信贷活动都永久记录在案#征

信系统全国可查$ 一旦企业因不良记录而!一

举成名天下知"#再贷款就要遭白眼了$ 对企业

而言#已有的借款合同#要认真履行#保证到期

归还#做个守信用%重履约的诚信君子$

第二#进行亲密接触#增加交流互动$ 企

业要多了解国家产业政策% 金融知识和金融

货币政策# 多与银行交流沟通# 保持良性互

动&配合银行主动做好贷款卡年审%征信录入

工作&积极就立项%经营状况等内容与银行沟

通#征询意见#争取银行认可与支持$

第三#请个!媒婆"做媒#复杂事简单化$

这个!媒婆"就是担保公司#畜牧企业申请银

行贷款时#不妨找个担保公司来帮忙$ 尽管要

提供反担保#要支付担保费#但却变不可能为

有可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试想#要是

能!抱得美人归"#请!媒婆"吃顿饭送点小礼

品#有什么大不了呢(

第四#跨上政府!雀桥"#直通终南捷径$

作为娘家人# 畜牧部门是畜牧企业最热心也

最成功的!媒婆"#每年都会搭建银企!雀桥"#

举办银企!婚介"活动#很多企业得以成功融

资# 其乐融融$ 因此有意融资者不妨精心准

备#积极参与#切记!莫使金樽空对月"#莫让

机会白溜走$

第五#兄弟联手抬轿#开展互助合作$ 一

方面#畜牧企业联手出击#互助合作#相互担

保#取信银行&另一方面#从长远计#畜牧部门

或者有权威的畜牧企业牵头组织# 其他畜牧

企业积极入资参股# 组建一个股份制担保公

司#为畜牧企业提供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小

额贷款银行% 生产资料供应中心和信息技术

交流平台等综合性服务# 风险共担# 利益共

享$ 这样# 融资难问题不能说一劳永逸地解

决#至少是极大地解决了$

作为一个朝阳产业#畜牧业的飞速发展为

众多企业创造了重大发展机遇$ 至于企业发展

是!扶摇直上九万里"还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是对企业领导人把握机遇能力的重大考验$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企业敢否

做个 !借 "的高手 #会否借时 %借势 %借力 %借

智#能否达到借鸡下蛋%借梯登高%借风扬帆%

借船出海之目的# 这是对企业领导人经营智

慧的全面检验$

回归到向银行贷款的问题# 有两点建议

要送给我的同行们'第一#善行者远#善借者

行&第二#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省畜牧局高级兽医师 丰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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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野猪!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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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的小浪底调水调沙

野猪站在起跑线上等待号令

这一栏好猪即将上!运动场"

大小野猪好奇地看着主人

!运动会"进行时

野猪在赛后歇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