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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具有丰富的驴品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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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驴的数量曾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我国有24个地方驴品种,《马驴驼品种志》。关中驴 德州驴 晋南驴 广灵驴 佳米驴 泌阳驴

庆阳驴 新疆驴 阳原驴 太行驴 临县驴 库伦驴 淮北灰驴 苏北毛驴 云南驴 陕北毛驴 西藏驴 凉州

驴 青海毛驴 长垣驴 川驴 西吉驴和田青驴 吐鲁番驴

➢大型驴品种 (>130cm)：德州驴、关中驴、广灵驴

➢中型驴品种 (110-130cm)：庆阳驴、佳米驴、泌阳驴

➢小型驴品种(<110cm)：新疆驴、凉州驴

德州驴 关中驴 广灵驴 库伦驴太行驴新疆驴



2、中国驴存栏量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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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7全国驴存栏量统计(中国统计年鉴,2018)

近20年来中国驴存栏量快速下降,年均下降35万头

944.4
922.7

777.2

730.9

638.9
600.4

540.4
510.1

485.3
462.4

425.7
383.6

342.4

259.3 267.8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头
数
/
万
只

年份



3、中国驴存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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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养驴区域：蒙东辽西、晋冀蒙交界、陕甘宁交界、南疆

➢辽宁、甘肃、新疆、内蒙古合计占比为70.7%

➢中大型驴主要分布在东北、陕甘宁、内蒙，小型驴分布在新疆、云

南

➢驴产品主要消费地区：大中城市、南方地区

➢“北驴南运，西驴东运”

➢“疫病风险”、运输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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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役用功能消失是驴存栏下降的主要原因



5、山东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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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东经114度19分 - 122度43分；北纬34度22分 - 38度23分。

➢陆地总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居全国第十九位。

➢山地约占陆地总面积的15.5％，丘陵占13.2％，洼地占4.1％，湖沼占4.4

％，平原占55%。

➢气候类型：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

较长。

➢2018年常住人口10047.24万人，出生人口132.95万人。



5.1 山东是畜牧业大省
一是数量规模大。2016年，出栏生猪4600余万头，家禽近19亿只，禽肉占全国15%，山羊绵羊

近3300万只，肉牛445万头; 畜牧业总产值超过7500亿元。畜牧产业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二是产业体系全。全省有各类种畜禽场967家，饲料生产企业1840家，兽药生产企业304家，畜

禽屠宰企业1253家，畜牧机械设备企业100多家; 上市企业5家(A股主板)，过百亿元企业5家。

三是结构水平高。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71%; 形成了胶东半岛肉禽、沿高速路奶牛、沿黄肉牛

肉羊、鲁中南生猪、聊城等周边驴等优势产区。

四是安全保障强。在胶东半岛建成我国第一个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禽流感无疫区，省市县乡四级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基本建立。

五是趋势走向明。农牧生态循环方兴未艾;畜牧一二三产组织模式不断创新、信息网络支撑增强，

三产融合逐步加深。



➢ 驴产业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度较高的产业。我省已形成集驴养殖、运输屠宰、驴肉

销售、阿胶生产、健康养生与旅游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驴产业链条逐渐完善。

➢ 我省阿胶深加工企业众多，拥有药字号阿胶9家、健字号20家，阿胶系列产品

100多家。培育了东阿阿胶、福牌阿胶、宏济堂等多个全国甚至国际知名名牌，

2018年阿胶及其衍生产品、加上驴产品等，山东整个驴产业产值近1000亿元。

(1) 驴产业已成我省新兴产业

5.2 山东省驴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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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产业是唯一没有国际竞争的畜牧业，符合新旧动能转换的需求；驴产业在精

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胶产销的90%在山东，我省已把驴产业作为优势

特色产业、民生产业。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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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驴产业已成为我省的特色产业、民生产业

世界驴产业看中国，中国驴产业看山东



国内驴产业特点：

驴产品需求和消费能力增强、驴产业生产逐渐回暖、一批驴产品加

工企业崛起、国家大力支持驴产业发展。

存栏数量不增反降、规模化养殖程度低、产业地域发展不均。

我省驴产业特点：

1500多年养驴历史；独具特色的德州驴品种；加工能力全国领先；

产业链条逐渐完善；驴饲养规模化水平较高：全省现有存栏100头以上规

模养驴场260家， 600头以上的118家，存栏1000头以上的3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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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省具有较好的养驴业基础



➢我省1994年驴存栏量高达150.84万头，2018年不到15万头，母驴存栏量

更少。

➢按现有阿胶产能计算年需驴皮360万张，国内每年最多提供150万张驴皮。

驴皮年缺口额达200万张，阿胶企业全世界买驴。

(4) 驴的存栏量急剧下降，供求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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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能以2:1的原料出胶率计，整个阿胶行业驴皮需求量为
12450吨，折合355.7万张驴皮，供远不应求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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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育模式

缺少社会技术服务体系

养殖场缺少技术人员

资金投入大

育肥模式

养殖时间短

技术要求低

1、育肥向繁育转型，缺少配套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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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山东驴养殖的特点

➢ 繁育模式效益是

育肥的5-10倍

➢ 打造种源基地



2、驴养殖模式从散养→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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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驴场内蒙古小规模大群体模式

传统散养模式

国内不同规模毛驴养殖场数量表

饲养规模（头）
养殖场数量（家）

300 426（260）

600 178（118）

1000 43（33）

2000 20

5000 6

10000 2



3、驴养殖功能的变化：役用→商品用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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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奶、皮数量

◆肉、奶、皮质量

◆生长速度快

◆缩短繁殖周期



（二）、做强做大驴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 皮肉兼用驴新品种培育

• 母驴生殖生理规律研究

• 标准化饲养管理研究

• 屠宰深加工技术研究

• 疾病防控体系研究

• 驴产业经济研究

提高肉、皮、奶品质

增加养殖环节效益

增加（稳定）存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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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做强做大驴产业面临的主要技术问题

(1)育种与繁殖方面

役用→皮肉乳用

➢ 无专门化的系统选育品种。没有向皮、肉、乳用方向系统选育，生产性能都不

突出，养殖效益差；也无法像猪、牛、羊那样提供安全、稳定、质量均一的畜

产品；个体登记管理不规范且缺乏长效机制。

➢ 驴育种工作起步晚。缺乏国家驴遗传改良计划，缺生产性能测定规程；在牛、

猪上广泛应用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还没有人牵头去研发。

18



5天内同期发情

率达到的85%

2天75%
同期发
情

超数排卵数目前

为1.4个
超数排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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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应用范围不广。

➢母驴发情周期长、排卵时间不易确定。驴妊娠期12个月，单胎；繁殖母驴

存栏数下降。

➢超数排卵效果低，同期发情集中跨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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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深加工方面

➢活驴交易不规范；

➢肉驴屠宰加工粗放：产品种类单一、肉品质不稳定、缺标准和高档产

品研发。原来靠皮拉动，转成以肉开发为主。

➢驴奶等副产品开发滞后：驴奶的开发及品牌培育可显著增加繁育养殖

户收益，提高养殖户积极性。

➢掺假、走私驴肉、走私驴皮的冲击。



➢疫病防控技术水平低。针对驴的疫病研究起步晚，缺乏有效的诊断、治疗手

段和防控产品。

➢疫病综合防控和支撑服务体系不健全，规模化养殖疫病危害性大大增

加。驴与牛、羊等家畜混养，异地调运；进口驴皮、活驴、赛马等可能将国外

马属动物疫病（OIE通报的22种）传入我国。

(3)疫病防控方面

21



(4)饲草料与营养方面

➢ 饲养标准缺乏；

➢ 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缺乏；

➢ 饲养管理规程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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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经济方面

➢ 养殖规模偏小，规模化养殖水平不高，产业集中度低。

➢ 养殖规模与驴产品加工企业需求不完全对称。

➢ 驴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不健全。



（四）、驴产业创新团队组建目标

1、在国内率先组建全方位支撑驴产业发展的科技队伍

➢以解决制约驴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为重点。依托现有优势科技

单位和研究基础人员，加强科技在驴产业中的技术支撑，加快科

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按需设岗、按岗选人。组建一支全方位支撑产业的14人创新团

队（其中12人具有博士学位），年投入财政资金250万元，凝聚

了一批专业知识与年龄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生产实践指导经

验丰富的创新队伍。
23



团队设置：8名岗位专家+6名试验站站长

育种与繁殖岗位专家孙玉江、王长法

饲草料与营养

岗位专家张崇玉

疫病控制岗位

专家任慧英、张伟

产品深加工岗位专家周祥山、刘桂芹

产业经济岗

位专家周玉玺

站长：6人

山东省试验站站长姜慧新

济南试验站站长张燕

东阿试验站站长刘文强

禹城试验站站长贾涛

无棣试验站站长王本琢

潍坊试验站站长董建宝

24



2、重点研究技术及目标

建立完善的驴高效繁育技术体系，增加存栏量

主推技术 目标

德州驴品种改良 良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

种公驴遗传评定；

着力培育多脊椎数皮肉兼用驴新品种；

提高种子母驴群质量和扩大育种群规

模；

建立冻精和胚胎种质资源库；

良种繁育改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着力构建驴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体系。

母驴高效繁殖技术 同期发情、低剂量输精技

术；

规模化德州驴保种

场、种子母驴场

构建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

术

25



（2）饲草料与营养

目标：建立和完善集约化饲养管理综合配套体系

①驴营养需要量研究及功能性饲料开发：不同生长阶段驴营养需要量

研究；驴生长不同阶段高效饲养管理规程制订与示范；

②驴常用饲草料营养价值评定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不同生长阶段饲料

调配、生产技术（预混、精补、TMR）研发；以粗饲料为分类标准

的驴用TMR日粮配方库研究；肉、皮、奶等生产性能、产品性能的

提升功能饲料的研发；

③标准化的健康养殖配套体系建设。
26



目标：

➢驴高发普通病诊断、治疗和标准化处置技术体系

➢驴常见传染病快速监测、预防和控制技术体系

➢全面的疾病防控体系建设

➢降低多发病发病率；初步建成病原数据库及常见病在线防控平台；

逐步将山东建成驴无特定病原净化区

27



（4）产品深加工

主推技术 目标

肉驴生产、屠宰、加工的质量标准和高端驴

肉；驴皮深加工；

创建一批有较大影响力肉、奶高

档品牌，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

构建肉、奶、皮质量安全体系，

实现肉、奶、皮全程信息追踪。

驴奶、保健品和生物制品的活体开发与研制；

推广肉、奶、皮质量安全生产可追溯技术，

建立品种、养殖、产品加工等信息数据库管

理系统。

28



（5）产业经济

目标：

打造山东省驴产业经济发展状况权威信息发布平台；

研究适合于我省驴产业发展的最佳生产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

任务：

① 调研山东省驴养殖成本效益的发展历程、未来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② 调研全省驴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历程及关键制约因素；

③ 调研养殖场（户）生产行为的现状与问题、改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④ 东阿、禹城、无棣三个示范县的驴产业发展问题或战略；

⑤ 驴产业全产业链的基本结构与运作管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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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试验站主要任务

① 针对3个示范县及各地区的试验示范驴场，做好良种登记，生产性

能、繁殖性能测定记录，并开展种公驴后裔测定；

② 新技术新成果示范熟化任务；

③ 进行驴的营养、繁育和疫病防控技术推广，协助县市畜牧部门组

建驴改良站；组织技术培训；

④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扶持1-2个贫困村；

⑤ 协助政府和团队首席、岗位专家开展或处理有关产业发展的应急

性工作。



3、构建适应现代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

产业技术转化基地（试验站＋产业联盟）示范

主产区推广应用

产业创新联盟专家 行业主管部门

确定研发推广目标梳理问题调研分析

首席专家

产品深加工疫病控制饲草料与营养育种与繁殖 产业经济

技术创新、引进、集成、示范推广与交流平台

良种登记和生产性能
信息数据中心

常见病流行病在
线诊断系统

常用饲料和日粮
配方数据库

研发和主推技术在线交易系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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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创建了驴精液冷冻和人工授精技术体系

➢ 在国际上，率先攻克了驴精液冷冻保存的技术难

题，申报的国际发明专利（PCT）已获墨西哥国

授权。

➢ 东阿阿胶集团利用此技术，建成了世界上首家规

模最大的种公驴站，年产100万剂优质细管冻精，

约占我国驴人工授精市场份额的70%。

驴精液冷冻保存国际发明专利

（1）繁殖与育种方面



➢ 制订了山东省地方标准《德州驴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规程》《驴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技术规范》，

填补了行业空白，纳入了我国行业标准。

➢ 建立了优秀种公驴繁殖性状的选择与定向培育标准，发明了驴的专用输精枪，授精效率达到

3年2胎的本交繁殖水平。

34
驴用输精器具国家行业标准



◆群体整体数据分析发现德州驴母驴妊娠期范围集中在346-385天。发情周期

在2-8月份持续时间24天。

◆大群1000多头次母驴卵泡生长发育变化，确定2-8月母驴的卵泡排卵时大小

相差不大（约为41.2mm），卵泡发育到30mm后到排卵之间的持续时间3、7

月份持续时间大于5天。

数据来源：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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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精配种，受孕率由原来的54.80%提升到目前的70%

◆冻精使用支数由最早的30支降低到5支左右



➢ 建立了涵盖四大洲33个地方驴品种资源的基因库。

➢ 在国内建立了驴亲子鉴定、皮、肉及毛色性状的分子鉴别技术,首次发现TBX3、

LCORL、等基因与皮张面积相关。

➢ 为建立驴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联合十多个国家率先完成了德州驴基因组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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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驴品种特性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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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驴原产于山东省滨州市、德州市沿渤海各县。具有体躯

高大（一般130厘米以上，最高165厘米）、体质坚实、耐粗

饲、易役使、适应性强等优良性状，其皮质柔韧厚实。为优

秀的国家保护地方品种。分“三粉”和“乌头”两大类型。

三粉驴，即鼻、眼周围和腹下粉白，其余毛为黑色。体质干燥

结实，体型偏轻，步样轻快。皮薄毛细，肌腱明显。

乌头驴，全身毛均为黑色。体型厚重，体躯较宽。四肢粗壮，

关节圆大，干活有力，属重型驴。

德州驴

三粉驴



体高 体 斜
长

体重 胸围 管围 尻宽 皮重 净肉重 头重 骨重
无头

肠加内容
物无心肺

胸宽 小肠 盲肠

乌
头

126 122 223 139 18 33 36.56 93.06 21.28 58.64 98.56 32 1220 77

三
粉

125 130 217 131.5 18.5 35 36.1 97.59 22.48 46.04 79.92 30 990 72

结肠 直肠 空胃 胸椎 腰椎 睾丸 心 肝 脾 肺 左肾 右肾 脂肪 出 生
日期

乌
头

458 27 2.12 18 5 1 2.56 8.04 1.56 4.24 0.68 0.68 7.6 2016.
10.11

三
粉

384 22.5 2.04 19 5 0.92 2.56 7.68 1.28 3.4 0.64 0.84 11.4
8

2016.
11.7



世界上首次开展驴的新品种选育工作

• 驴育种目标 “皮厚肉多黑毛驴新品种”

• 制定了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育种方案和优质种公驴选育标准

历
经
8 
年
3 
个
世
代

黑毛色纯度 98.5%

初生重 16.4% ↑

生长速度 8.4% ↑

成年体高 4.5% ↑

屠宰率 13.0% ↑

皮重率 16.8% ↑

采精量 3% ↑

后裔体尺 5% ↑

东阿黑毛驴新品系后代发育对比图（2岁）

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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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中四种胸腰椎组合骨架图。 A为18胸椎6腰椎（

T18L6）； B为17胸椎6腰椎（T17L6）；C为18胸椎5

腰椎（T18L5）；D为17胸椎5腰椎(T17L5)。

类型 数量，占比

T18L5 443，76.5%

T18L6 55，9.5%

T17L6 60，10.4%

T17L5 16，2.8%

T19L5 5，0.9%

579头驴中5种胸腰椎组合及它们所占比例

4.驴多脊椎数性状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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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繁育场驴群体 多脊椎数种公驴、种子母驴
群体扩繁

生产性能测定
新品种鉴定

➢关联分析发现德州驴多一根胸椎体长平均增加4.3cm，多一根腰椎体长平均增加

2.4cm。多一根椎骨净肉重增加14.4斤，皮重增加1.3斤。

➢首次发现驴脊椎数与体长、肉重、皮面积等性状相关，多脊椎数驴个体可作为未

来皮肉兼用型新品种的选种材料。

➢定制X光机，活体检测多脊椎数性状，研究多脊椎数性状的遗传方式。



➢ 胶东小毛驴体尺指标、生长性能数据收集；制定胶东小毛驴品种标准

➢ 胶东小毛驴公驴家系确定与核心群构建，建设胶东小毛驴保种场：

➢ 规范化饲养管理、繁育等档案管理登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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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胶东小毛驴品种特性初步研究

烟台程淏牧业有限公司的胶东小毛驴

➢公驴平均体高、体重、 体长分别

为115.7cm; 142kg; 111.5cm。

母驴相应数值分别为 114.8cm;

137kg; 109.8cm。

➢胶东地区多丘陵。



➢ 牵头制订了《全国驴遗传改良计划（2019-2035）》及《配套文件草稿》草稿，

2018年11月15日给农业农村部种业司及全国畜牧总站相关领导进行了汇报。

➢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正式成立了驴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小组，专家组牵头编制了《

山东省驴遗传改良计划（2020-2035）》及配套文件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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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驴遗传改良计划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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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德州驴蛋白营养需要量的研究。完成德州驴在不同蛋白水平饲喂下蛋

白营养需要量的研究，正在进行能量需要量的研究。

2、初步建立了驴饲草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对我省不同地区驴常用饲草料资

源调查，和部分饲草料资源营养价值评定工作，初步建立驴饲草料营养价值数据库。

3、编写了山东省全株青贮玉米质量安全报告。完成对山东省各地市255个全

株青贮玉米样品的质量评定工作，并编写山东省全株青贮玉米质量安全报告。

4、主持颁布山东省地方标准3项，待颁布1项。在《动物营养学报》发

表论文3篇。

（2）饲草料与营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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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肠道寄生虫调研及临床防治：

采用费勒鹏氏法、离心沉淀法、卢戈氏碘液染色镜检等方法，对规模化驴场、种驴

场进行寄生虫种类、感染率等研究。发现马圆线虫、毛细线虫、细经线虫、马副蛔虫

、球虫和胃蝇科虫体等9种肠道寄生虫，其中马圆线虫的感染率高达58.2%。

防治：保持驴舍卫生，及时清理粪便；定期消毒，春秋二季定期驱虫。

（3）疫病防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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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蹄病调研

➢ 肢蹄病的平均发病率为19.85%，其中变形蹄发生率为44.12%，变型蹄主要

包括长蹄（38.67%）、宽蹄（14.19%）。

➢ 化脓性关节炎发病比例为0.83%、跗关节外伤为7.13%、腐蹄病为16.12%、

蹄叶炎为11.32%、蹄间质皮炎为9.34%、蹄底溃疡糜烂为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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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母驴子宫内膜炎、驴驹腹泻病例、母驴流产以及母驴急性死亡病例，采样本，

开展了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进一步进行16S rRNA高通量测序。确定子宫

内膜炎样本中的主要致病菌为泰勒氏菌及葡萄球菌，腹泻的主要病原为大肠杆菌，

母驴流产的主要病原为沙门氏菌。上述病例分离菌株50余株已纳入菌种库。

开展了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噬菌体的分离，已得到相应的噬菌体株共4株。对其中1

株大肠杆菌噬菌体及1株沙门氏菌噬菌体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交国家菌种保藏中

心保藏。完成了“马流产沙门氏菌噬菌体vB-SabS-Sds2的分离鉴定及生物学特性”

研究及论文撰写。

3、细菌性疾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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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驴腺疫调研

2018年8月鲁西部分规模化养驴场发现了腺疫，临床症状为鼻、咽黏膜有出血斑点和

黏液脓性分泌物，体温升高等。6个驴场驴群腺疫发病率为13.4%，驴驹发病率为

40.3%（83/206)。经细菌分离鉴定、生化特性分析、PCR克隆测序、序列比对等，分

离和鉴定到了一株新基因型的马链球菌马亚种菌株。

防治：对未发病幼驹使用磺胺拌料进行预防；加强饲养管理，适量增加优质饲草料

；化脓期，松节油软膏、鱼石脂软膏涂抹促成熟，适当抗生素辅助治疗。



提供驴常见疾病的专业化预防措施和手段

检测实验室

疾病120平台

传染病防控

普通病诊断

寄生虫病诊断

乳房炎诊断

简化疾病诊断

常见病例汇总

专家线上诊断

疾病预防手段

疾

病

服

务

平

台

5、初步建成驴疾控120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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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驴肉开发

➢ 研究不同部位肉品、风味、嫩度等差异，制定驴屠宰、分割工艺标准

➢ 摸索出驴肉保鲜过程中的品质变化规律，明晰肠道有机酸与驴肉品质的关系

➢ 发酵火腿工艺研制

50

（4）产品深加工方面



➢完成驴生鲜各项指标的测定，制订了相关的地方标准；

➢对挤奶方式等进行摸索研究；

➢建立驴乳冻干粉生产工艺、感官评估方法。

51

2、驴奶开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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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酶解驴肉骨胶原制备

➢ 完成酶法提取驴骨胶原的酶解条件摸索

➢ 酶解驴肉骨胶原生产工艺研究



➢完成驴胎盘、驴脂等副产物开发工艺研究；推出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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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驴胎盘、驴脂等副产物开发



1、完成年度调研报告撰写、驴产业经济形势分析

驴养殖2018年整体形势不乐观。经济原因：驴皮价格走低；技术原因：受孕率低，

流产率高，成活率低，部分母驴养殖规模大的企业亏损，育肥驴场稍好一点。部分

养殖场出现压减母驴养殖规模趋势，2019年山东省拿出2500万元用于繁殖母驴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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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经济方面



➢ 制定颁布地方标准、团队标准共13项

➢ 获得国际发明专利1 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8 件

➢ 发表学术论文25 篇（SCI 2 篇）

➢ 主编、参编著作3本，其中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出版图书1本

➢ 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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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知识产权



驴精液保存部分技术成果已获得行业奖励

“发明创业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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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创业发明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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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与推广

中国及山东驴产业发展概况

目 录

2

科技创新情况3三

二

一

山东驴产业创新团队概况

4四



四、推广与培训

• 组织开展全国、省级、市级及养殖场不同层次技术培训17次，共

培训基层农技推广和新型养殖技术人员1300多人次，培养驴产

业实用科技人才1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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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州驴种质宣传与推介

• 2019年4月联合主办了首届(2019)中国德州驴驴产业高峰论坛, 开展了优质德

州驴活体评选展示活动，评选出了德州驴“驴王”、“驴后”、“帝王”、“

帝后”等，给全国驴产业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家、专家、国际友人等留下了深刻

印象。近一年来给新疆、甘肃、四川、宁夏等地供应优良德州驴种驴近万头，

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一头种驴价值相当于育肥驴的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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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驴肉品牌打造与推广

• 组织成立了山东省肉类协会驴业分会；为培育在国内响当当的山东地域品牌，唱响

山东驴业的全国名片，组织省内11家驴肉加式企业以山东驴产业团队的名义参加了

中国农业创富大会2019暨“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高峰论坛；

• 2019年8月18日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集中宣传驴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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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模化养驴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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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模化养驴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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