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 省畜牧局" 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联合发出通知!支
持
!

个市地共
"#

个县" 区申请
世界银行贷款! 推动黄河滩区
生态养殖!减少污染#

虽然世行要求贷款者自掏
腰包为

!###

美元
$%$

配比资
金! 但由于贷款最终由政府归
还!对贷款者来说!这是$ 只借
不还%的好事!养殖小区已开始
争相申报!其中惠济区

$&

个奶
牛养殖小区全都报了名#

然而同时! 国内乳业市场
尚未恢复元气!倒奶&杀牛的消
息不时见诸报端! 此时增加投
资计划! 奶牛养殖户似比消费
者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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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专家巧治眩晕脖子僵&曲度变直肩背酸沉!擅长治腰
突症下床困难&腿痛下蹲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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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家传手法复位椎间盘突出!轻者一次&重
者

()"

次# 信誉第一!病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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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韩氏微创腋臭根治术或汗腺自灭术!一次性彻底治愈!

随治随走# 并发信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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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的贷款受到多数奶牛养殖业者的
追逐!其最重要原因被认为是$ 只需借!不
必还%#

这样表达!也并不十分准确# 实际上贷
款还是要还的!只是还款人不再是养牛户!

而是各级政府财政部门#

$ 通知%显示!项目的
!###

万美元世行
贷款!将通过财政部转贷给河南省# 这笔贷
款也将由河南省各级政府偿还! 偿还比例
原则上为省级财政

&#*

& 市级财政
"#*

&县
级财政

"#*

#$ 项目申报单位不承担任何还
贷责任# %

据了解!目前!世行给我国的主要贷款
条件为(贷款期最长为

"#

年!其中宽限期
+,

-.

年# 黄河滩区的这个项目!最终的贷款条
件还要由我国财政部与世行谈判确定#

虽然贷到的款不必自己还! 但一个比
较大的问题是! 贷款的养殖业者还必须拿

出
-/-

的配比资金#

商报记者
-&

日采访到惠济区一家养殖者
专业合作社!其理事长透露!该合作社同样申
请了

(0&

万元人民币)
"#

万美元*的贷款+ 这
位理事长称!他们小区自己会多配套一点!计
划自筹资金

"(-1&

万元+

原本利润微薄的养殖业者!去年
2

月份之
后又遭遇了$ 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说目前仍
然步履维艰!从哪里找来配套资金,

这位养殖者合作社的理事长坦言 ($ 去
年底 !我们已经获得了农业部的

--#

万元沼
气项目配套资金和郑州市的

"#

万元补贴
资金 !这样 !我们自己再拿出来一部分 !问
题不大+ %

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对此猜度道($ 申请
来的贷款都是真金白银! 将通过财政部门发
下来!但是配套的这部分资金!将来是有一定
弹性的!不知道会不会缩水+ %

用世行的$ 草% 养黄河滩的牛
国内乳业市场尚未恢复元气 河南奶牛养殖户$ 争抢%世行贷款提升未来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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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质量不达标的拒收! 后来奶站
与企业距离远的不收!再后来!哪个小区
的墙壁没有粉刷的不收--%昨日!郑州
市内一家奶站负责人这样历数奶业危机
后遭遇的每次$ 筛选%+

在这次危机中!奶牛养殖小区除了遭
遇困难之外!还增加了新的危机意识+

业内人士介绍!此次奶业的危机起于
三鹿也终于三鹿+$

(##.

年的奶源大战!其
实正是三鹿在河北发起涨价开始的%!其
后! 各企业为了奶源在全国范围内争奶!

价格高"需求大!于是出现了掺假事故+

$ 而今后!行业肯定更理智!养殖小区
不仅要增加规模!还要增强卫生!保证安
全+ %一奶站负责人称!$ 目前的检测项目
已多达

(#

项!而以前没出事时!只检测脂
肪"蛋白和肝物质三项+ %

实际上!养殖业实力的增强!还关乎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与澳洲等国
外同行的竞争+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
中国的奶粉成本已经达到

(1+

万元
3

吨!也
有人甚至称高达

"

万元
3

吨! 而国外进口
的才

$1!

万元
3

吨+ 这样一来!奶粉根本不
敢敞开进口+ 而要降低奶粉的成本!无疑
要从养殖业及其前后的整个链条着手 +

提高基础设施水平&降低养殖成本&增加
产奶量--

如今!养殖业的整体提升为整个行业
所期待!世行的贷款和政府的扶持!也被
认为恰逢其时+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郑州市
惠济区农委畜牧科办公室里!科长
崔海军仍然在电脑前忙碌着!整理
争取世界银行贷款的相关申请材
料+

已经先后两次不得已更改受
访时间的他!再次表达歉意($ 真的
不好意思!恐怕今天下午还是没法
坐下来好好谈这件事+ %

上班时间就要到了!惠济区农
委所在的

4

楼
&

楼上!多数工作人员
正在向楼下的会议室走...参加
关于$ 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比赛+而
畜牧科办公室里!加上主管畜牧科
的一位农委副主任! 总共

&

名工作
人员没有机会参加这次比赛...

他们正对该区各家养殖小区送来
的申报材料做最后处理+ 下午!这
些材料要一并报送到郑州市畜牧
局计划财务处+

据介绍!惠济区有
$&

个奶牛养
殖小区! 总共存栏奶牛

!555

多头+

截至昨日!该区
-&

个奶牛养殖小区
全都提交了申报贷款的材料!且都
按照最高限额进行了申报...$ 通
知%中明确(单个养殖小区

3

养殖场
申请世行贷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5

万美元 ) 奶牛* &

-6

万美元 ) 肉
牛* +

据了解! 惠济区共有
"

家肉牛
养殖小区提交了贷款申请+

在此次$ 河南省世行贷款黄河
滩区生态畜牧业示范项目% 中!总
共有郑州&开封&洛阳&焦作&新乡&

商丘&濮阳&济源等
!

个市地的
"5

个
县区获得贷款资格!全部项目拟利
用世行贷款

!555

万美元+ 其中!郑
州市的资格给了惠济&中牟&荥阳
和新郑+

昨日!郑州市畜牧局计划财务
处介绍!$ 荥阳&新郑的材料还没有
报上来!中牟作为扩权县!可以直
接报送到省畜牧局+ %

这么一大笔诱人的贷款!被世行开出
一个条件(不能用来购进奶牛&肉牛等牲
畜!只能用来对小区进行升级改造+

$ 项目目标% 明确旨在减少河南省黄
河滩区大中型畜牧业生产) 养殖场和养殖
小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通过项目建设!

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昨日!河南省乳品工业协会专业协会
秘书长吴祖兴称!$ 这个要求正好契合现
实!如果贷款要求用来购进奶牛!增加养
牛量!恐怕申请贷款的人反倒不多+ %

郑州市内一家奶牛合作社的负责人
透露!数日前!省内某乳品企业取消了日
供奶量

(

吨以下奶站的供奶资格! 导致郑
州市内十几家小奶站销路出现困难!$ 目
前畜牧局&奶协正在帮这些奶站找出路+ %

此外! 惠济区一位从业
!

年的奶牛小
区负责人直言 !$ 我

(555

年开始养奶牛 !

(55"

年开始组建合作社!那时候!不管设
施是不是简陋!只要能养牛就行了!如果
手头有钱!就会用在增加奶牛上+ %

而自去年始!这位负责人则开始组织
合作社的养牛户逐步扒掉旧牛舍!进行改
造+ 他说($ 将来我们的小区!养牛&人住&

草料&办公等都要隔离开!保证牛奶更卫
生!也保证我们的生意更安全+ %

这位负责人的想法!正好与世行的要
求达成默契+ 世行要求!将来的建设包括
牛舍&挤奶厅&料库&青贮设施的建设或升
级改建!供水&发电) 沼气* &供电&道路配
套!饲草饲料设施!粪污处理设施!动物粪
肥的施肥设备!人工授精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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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对整个市场的破坏性
影响!实际上远未结束!众多乳企也尚未
完全从萧条的市场中走出来+

不断跟进的报道显示!不少乳品企业
仍处在艰难的$ 求生%状态中+停产&倒奶&

宰杀奶牛的字眼不时见诸报端+ 只是!在
杀牛方面!河南是个例外+

郑州市奶业协会一位副会长
$&

日表
示!$ 目前郑州乃至河南省宰杀奶牛的现
象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非常少见!情况比
较严重的可能是河北省+ %

这位副会长介绍!

&

月份焦作蒙牛的
收购价虽然从

(1&

元
3

斤下调到
(1"

元! 但相
比
(55.

年的
$1.+

元
3

斤要高出很多了!而当
时的玉米价格比目前还高

51$

元!当时的豆
粕价格每吨也比现在高

&55

元+ 他认为如
果奶农的牛奶$ 质量上没问题%!$ 那他就
会赚钱+ %

只是!目前还有部分奶企寻找包括质
量在内的各种借口!减少收购+ 原因是奶

企的奶粉库存压力已经比较大+郑州市内也出
现了十几家小奶站被取消供奶资格的现象+毕
竟!$ 目前全国市场也仅仅恢复了五成+ %

就连省内一家本土知名乳企也不得不承
认!$ 目前公司库存了

"55

吨奶粉+ %

市场方面!河南省乳品工业协会专业协会
秘书长吴祖兴昨日介绍!河南省去年销售奶粉
量为

!(1+

万吨!增速
(&1&7

!增速为全国前三!而
全国则出现了负增长+

相关乳企介绍!春节期间的销量比去年还
多卖了

"5*

左右!只是春节过后陷入淡季+$ 目
前低温奶相比去年有所增长!常温奶也在缓慢
恢复中!进入

&

月份!公司已经不用再喷粉了!

这是市场回升的好迹象+ %

吴祖兴一直将三聚氰胺事件看做是河南
众多小乳企的机会+ 实际上!也正是河南省乳
企领跑全局的表现!才给了养殖业者的喘息之
机!也才有了投资未来的信心+

一位贷款申请者昨日表达($ 贷款可能今年
年内到不了位!而市场肯定还会再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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