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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借供给侧改革春风
扬畜牧业发展风帆
何新天

2015 年 1 月起，中央提出并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
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实行供给侧改革，
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条件下的重大战略举措，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各行
各业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带来了机遇。
多年来特别是“十二五”以来，我国畜牧业呈现出加快发展势头，生产方式发生积极转变，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区域化步伐加快，实现了在平稳中调整，在调整中优化，在优
化中稳步迈向现代化。然而，近年来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
形势下，我国畜牧业发展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畜产品消费增长动力出现减弱势头，
一些畜牧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一些中小企业退出畜牧养殖。为适应“新常态”，畜牧界早
在两年前就从去产能入手，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手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在“供给侧改革”
的实践探索路上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
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因此，畜牧业供给侧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
等待完成。我们要借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春风，突出调结构、降成本、补短板，促进畜牧
业转型升级，让畜牧业扬起风帆，乘风破浪，驶向光辉灿烂的彼岸。
今年，我国已进入“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胜阶段，迫切需要加快畜牧
业供给侧改革。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我国畜牧业发展必将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转化率和畜
禽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
实现畜产品消费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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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2016 年国家促进畜牧业发展支持政策
□农民日报

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介绍，2016 年国家将实行
52 项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政策措施，其中涉及畜牧兽医行业的有 11 项。

“粮改饲”支持政策
2015 年，国家启动实施“粮改饲”试点工作，中央
财政投入资金 3 亿元，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 10 省区，选择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30 个牛羊养殖基础好、玉米种植面积较大的县开展以全

其中与畜牧行业有关的主要有 2 项，分别是挤奶机械

株青贮玉米收储为主的粮改饲试点工作。2016 年，国家

单机补贴额不超过 12 万元；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单机补贴

将继续实施粮改饲试点项目，并进一步增加资金投入，

额不超过 15 万元。

扩大实施范围。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政策

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牛羊）养殖积极性，促进

从 2005 年开始，国家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2015 年

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引导产销有效衔接，保障市场

投入畜牧良种补贴资金 12 亿元，主要用于对项目省养殖场

供应，2015 年中央财政安排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

（户）购买优质种猪（牛）精液或者种公羊、牦牛种公牛

金 35 亿元。奖励资金管理坚持“引导生产、多调多奖、责

给予价格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猪 40 元；

权对等、注重绩效”的原则。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

肉牛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牛 10 元；羊良种补贴标准

资金包括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牛羊调出大县资金和省

为每只种公羊 800 元；牦牛种公牛补贴标准为每头种公牛

级统筹奖励资金三个部分。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

2000 元。奶牛良种补贴标准为荷斯坦牛、娟姗牛、奶水牛

金按因素法分配到县，分配因素包括过去三年年均生猪（牛

每头能繁母牛 30 元，其他品种每头能繁母牛 20 元，并开

羊）调出量、出栏量和存栏量，因素权重分别为 50%、

展优质荷斯坦种用胚胎引进补贴试点，每枚补贴标准 5000

25%、25%，奖励资金对生猪调出大县前 500 名、牛羊调出

元。2016 年国家继续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大县前 100 名给予支持。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
排用于支持本县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支持

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政策

范围包括：生猪（牛羊）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良种引进、

2015 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 13 亿元支持发展畜禽标

污粪处理、防疫、保险、牛羊饲草料基地建设，以及流通

准化规模养殖。其中，中央财政安排 10 亿元支持奶牛标准

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仓储、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

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安排 3 亿元支持内蒙古、四

省级统筹奖励资金按因素法切块到省（区、市），分配因

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素包括各省（区、市）生猪（牛羊）生产量、消费量等。

团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支持资金主

统筹奖励资金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省（区、

要用于养殖场（小区）水电路改造、粪污处理、防疫、挤奶、

市）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2016 年继续实施

质量检测等配套设施建设等。2016 年国家继续支持奶牛、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政策。

肉牛和肉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

4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政策要闻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环境保护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

2011 年起，国家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

大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规模的通知》，明确扩大新一轮退

甘肃、宁夏和云南等 8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和新疆生

耕还林还草规模的主要政策有四个方面：一是将确需退耕

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内容

还林还草的陡坡耕地基本农田调整为非基本农田。由各有

主要包括：实施禁牧补助，对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草场严

关省在充分调查并解决好当前群众生计的基础上，研究拟

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中央财政按照

定区域内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的范围；二是加快贫困地区新

每亩每年 6 元的测算标准对牧民给予补助；实施草畜平衡

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进度。从 2016 年起，重点向扶贫开发任

奖励，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定合理载畜量

务重、贫困人口较多的省倾斜；三是及时拨付新一轮退耕

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未超载的牧民按照每亩每年 1.5 元的

还林还草补助资金。为确保各地结合实际做到宜林则林、

测算标准给予草畜平衡奖励；给予牧民生产性补贴，包括

宜草则草，新一轮退耕还草的补助标准为：退耕还草每亩

畜牧良种补贴、牧草良种补贴（每年每亩 10 元）和每户牧

补助 1000 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现金补助 850 元、

民每年 500 元的生产资料综合补贴。2012 年，草原生态保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种籽种草费 150 元），退耕还草补助

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

资金分两次下达，每亩第一年 600 元（其中种籽种草费 150

吉林等 5 省和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牧区半牧区县，全国 13 省

元）、第三年 400 元。四是认真研究在陡坡耕地梯田、重

（区）所有牧区半牧区县全部纳入政策实施范围内。2015 年，

要水源地、15 度 ~25 度坡耕地以及严重污染耕地退耕还林

中央财政对 13 个省（区）投入的补奖资金达到了 169.49 亿

还草。

元。2016 年，国家继续在 13 省（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政策，并适当提高补奖标准，完善政策内容。

动物防疫补助政策
我国动物防疫补助政策主要包括 5 个方面：一是重大

振兴奶业支持苜蓿发展政策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补助政策。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

为提高我国奶业生产和质量安全水平，从 2012 年起，

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

农业部和财政部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中央财

病实行强制免疫政策。强制免疫疫苗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

政每年安排 3 亿元支持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片区建设，片区

省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招标采购。上述重大

建设以 3000 亩为一个单元，一次性补贴 180 万元（每亩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

600 元），重点用于推行苜蓿良种化、应用标准化生产技术、

分担，养殖场（户）无需支付疫苗费用。二是动物疫病强

改善生产条件和加强苜蓿质量管理等方面。2016 年继续实

制扑杀补助政策。国家对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

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在河北、天津等 14 个奶牛

致病性猪蓝耳病、小反刍兽疫发病的动物及同群动物，布病、

主产省和苜蓿主产省建设 50 万亩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

结核病阳性奶牛实施强制扑杀。对因上述疫病扑杀畜禽给
养殖者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

退耕还林还草支持政策

和养殖场（户）按比例承担。三是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补助

2014 年，国家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将全国

政策。补助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村级防疫员从事畜禽强制免

25 度以上非基本农田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以及三峡库区、

疫等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劳务补助。四是养殖环节病死猪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区域县市的 15 度 ~25 度非基本农田坡耕

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

地退下来，还林还草。2014 ～ 2015 年，中央共下达退耕

每头 80 元的补助，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中央财政对一、

还林还草任务 1500 万亩，其中 2014 年 500 万亩、2015 年

二、三类地区分别给予 60 元、50 元、40 元补助，地方财

1000 万亩，还草两年共计 77 万亩。2015 年 12 月，财政部、

政分别承担 20 元、30 元、40 元。五是生猪定点屠宰环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水利部、

下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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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新华网

3 月 7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

围绕上面的主题，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下面有请韩先生。

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韩长赋：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

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叶贞琴就“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发展现代

机会和大家交流，也借这个机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农业

农业”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的关心和支持。2015 年，农业形势喜人，粮食实现了“十二

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转方式，

连增”，农民收入超过了万元大关。农业形势好，为国家
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调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此，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先生、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叶贞琴先生，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的“三农”

上接5页
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和无

化利用 2.2 亿 t。2016 年，上述项目在调整完善后将继续实施。

害化处理费用予以补贴，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标准为每头
800 元，无害化处理标准为每头 80 元，补助经费由中央和
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负担部分采取一般转移支付方式
定额拨付地方。

农业保险支持政策
目前，中央财政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包括种
植业、养殖业和森林 3 大类，共 15 个品种。2015 年，保监
会、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

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支持政策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实施种养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其中第二条是支持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定工作的通知》，推动中
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升级，在几个方面取
得了重大突破。

2015 年，中央财政安排 1.8 亿元，在河北、内蒙古、江苏、

其中涉及养殖业的主要有三点：一是扩大保险范围。

浙江、山东、河南、湖南、福建、重庆等 9 省（区、市）

养殖业保险将疾病、疫病纳入保险范围，并规定发生高传

开展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对畜禽

染性疾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时，保险公司应对投保户进行

粪便综合处理利用的主体工程、设备（不包括配套管网及

赔偿（赔偿金额可扣除政府扑杀补贴）。二是提高保障水平。

附属设施）及其运行进行补助。通过项目实施，探索形成

要求保险金额覆盖饲养成本，鼓励开发满足新型经营主体

能够推广的畜禽粪便等农业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技术路

的多层次、高保障产品。三是降低理赔门槛。要求能繁母猪、

线和商业化运作模式。2015 年，中央财政安排 1.4 亿元，

生猪、奶牛等按头（只）保险的大牲畜保险不得设置绝对

继续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秸秆养畜项目，带动全国秸秆饲料

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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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十三五”的目标任务。我们

这是对库存的一个看法。而且从中长期看，我以为，

将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未来“十三五”，还有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更好地在“十三五”

更长一段时期，要看到，有三个明显提高。第一是我们的

补上“三农”这块短板。现在我和我部新闻发言人叶贞琴

人口总量还要明显提高，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之后，

同志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有关部门测算过，未来五年要多生一千多万人。第二是快

主持人：谢谢韩部长，现在开始提问。

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城市人口会大大增加，有的说城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际在线记者：我的问题是跟粮

人口吃饭吃得少啊，虽然直接吃饭吃得少，但是城市人肉

食数量有关，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实现了

蛋奶、水果蔬菜吃得多，我们算过，一个城市人对于农产品、

“十二连增”，达到 6.21 亿 t，但同时粮食库存的数量也到

农业资源的消费，是大大高于农村人的。第三是消费结构

达历史高位，粮食进口量也在增长，像玉米的进口量同比

的变化，消费水平在升级。所以，人口总量，城市人口比重，

增长了八成，稻米增长了三成。出现了这种比较罕见的“三

还有消费水平升级，这三个明显提高，就是我们国家在人

量齐增”的现象，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粮食到底是太多了

口峰值到来之前，我们的粮食需求还是刚性增长的，我们

还是不够用，未来是否还会追求粮食的持续增产？

还必须始终保持粮食稳定生产。

韩长赋：我认为粮食的问题，在我们 13 亿人的大国，

既然粮食丰收了，粮食不少，为什么还进口？确实进

始终是重大的问题。我理解你方才讲的问题实际是三个问

口在增加。去年我们粮食大概进口了 1.2 亿 t，接近我们自

题，一个是我们粮食生产怎么样，是不是真多了？我们国

己生产量的五分之一。进口这么多，有一部分是结构性需要，

家粮食实现了历史性“十二连增”，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吃

有的品种我们缺，比如说大豆，确实我们缺，比如说面包粉，

饭的保障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粮食多了，肯定库存也多了。

我们高质量的还缺。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国内外

现在我们的库存充裕，供给也充足，也有的地方特别是主

价格差别的原因。一个是结构性需要，一个是价格性竞争，

产区，有的粮食品种装不下了。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和认识，

国外的粮食确实比我们便宜，便宜很大一块。我们国家因

就是粮食丰收，粮食充裕，甚至多了一点，是好事。因为，

为农业生产规模小、成本高，所以我们在粮食价格上不具

让我们在粮食多得装不下和粮食少了不够吃之间选择的话，

备竞争力，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进口了很大一部分粮食。

你说要哪个？我们还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去年进口 1.2 亿 t，从结构上来说，大体上是大豆 8000 多万

粮食有三句话，是我多年的一个体会。第一句话是粮
食多了问题少，粮食少了问题多。粮食多了，可能一个直
接的问题会增加财政负担，但是如果粮食少了，发生供给
问题，那就有可能成为社会问题。
第二句话，粮食多了渠道少，粮食少了渠道多。现在

t，谷物 3000 多万 t。我们要提高粮食的竞争力，为此我们
要搞规模经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推广新的农业技术。
我 们 已 经 实 现 了“ 十 二 连 增”， 下 一 步， 还 追 求
十三、十四连增吗？这事儿我也讲一下。“十三五”我们
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十三五”中央的方针是非常明确的，

粮食充裕，进入市场收购的企业就少了，老百姓存粮也少了，

就是一定要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为什么要产能？产能上

粮食主要是国家粮库来收购。所以，现在库存多，主要是

去了，只要有需要，只要缺了，很快就生产出来。在具体

国家粮库库存多。具体来讲，主要是玉米库存偏多。

的战略上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第三句话，从我们国家历史上来看，还是粮食多的时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耕地，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建设高标准

候少，粮食少的时候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任何时

农田，而且要推广高新技术。第二句话是抓好主产区，发

候都不能忽视粮食生产。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而且我

展适度规模经营。我们国家的粮食 70% 以上是主产区生产

体会，任何时候也包括丰收之后，老话讲了，“常将有日

的，特别是商品粮，比例更高，所以要加强主产区的建设。

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所以粮食生产问题始终不能

另外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高

放松。

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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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粮食从中长期看并不是真正过

等等，来提高家庭经营的效益。当然我前面讲到了，规模

剩了，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我觉得

经营也会提高效益。二是推进产业化，包括农产品加工、

多一点少一点是技术性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

电子商务，还有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这些产业，

技术性问题还得服从于战略性问题。谢谢！

延长产业链，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农业增值的效益。三是城
乡一体化，很多时候农村的问题要到城里找办法，城里的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去年我国粮食价格出现

问题有时候要到农村找办法。一方面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下跌，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增大，农民工就业形势比较

服务的均等化，另外一方面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

严峻，请问韩部长，在这一形势之下，农民收入如何实现

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四是政策支持，还是要完善国家财

持续增长？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农民工能否同步步入小

政对农业、对农民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收入方面的补贴力度，

康？谢谢！

包括打好脱贫攻坚战，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问题。现

韩长赋：农民收入问题对于“十三五”来说，是“三农”

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40% 是靠政府补贴的，

当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福祉

当然我们国家农民多，底子薄，不可能补助那么多，但是

和农民能不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

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五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体资产，特别是经营性资产，要进行评估搞股份合作制的

“十二五”我们农民收入还是不错的，2015 年农民的

改革，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11422 元，五年平均增长了 9.6%，

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而且很可喜的是，连续六年农民收入增幅高于 GDP 增幅、

的安排，农业部正在牵头制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这“两个高于”有利于缩小城乡

见。总之，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差距，所以这个成绩是非常可喜的，而且也使我们广大农
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现在是多数农产品价格在走低，因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我们发

为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大，农民打工的人数增长比较困难，

现，在刚刚出炉的“十三五”规划草案中有这样一句话，

特别是工资水平增长就更难一些，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

“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其实我们也发现，发展

入这两块是农民收入的两个支柱，最大的比重。因此，我

现代农业，早在十年前的“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提到了，

也坦率地说，“十三五”农民收入增长不容乐观，所以我

这次说“要取得明显进展”，您能不能描绘一下什么叫“明

现在也是很操心这个问题。

显进展”？同时我们也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

那 么 怎 么 办 呢？ 大 家 可 能 都 注 意 到 了 会 议 印 发 的

国家农民未来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难度越来越大，而目

“十三五”规划草案，草案当中 25 项指标，其中一个指标

前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成本也在逐年增加，而我们也看到

就是关于收入，“十三五”期间农民收入要保持在年均增

土地、水这些资源的约束也是越来越紧，而在国外还有更

长 6.5% 以上，就是说和 GDP 同步或者高于 GDP。另外，

多比我们国家价格还便宜而且质量也不错的农产品，也就

根据到 2020 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要求，6.5% 以上完全可

是说我们国家农业的国际竞争挑战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

以实现农民收入的翻番，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合适的。怎么

您认为“取得明显进展”可能性有多大？农业部又有什么

实现呢？农业部正在和有关部门根据五中全会建议研究制

招儿？

定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政策体系。

韩长赋：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也是很敏感。这句

具体讲是五个方面，或者说争取五路进财，支持农民

话确实是个重大提法，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这是

收入增长。一个是节本增效，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比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个目标要求。那么，现在怎么

较难，节本也是增收，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技术路线，

样？“十三五”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还有什么办法？现

大力推广节本增效技术，比如说节地、节水、节油、节肥

在的情况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农业发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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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足进步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十二五”

就是为全国人搞饭，为农村人搞钱，为城里人搞绿。特别

的回顾，他讲了一句话，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

是保生态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农业的面源污染，我们要破

我前面说了，粮食生产去年实现历史性“十二连增”，

解资源环境两大“紧箍咒”，解决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

总量是 12429 亿斤，此前 2013 年、2014 年，连续三年在 1.2

缓解现代农业的资源和生态的压力，这也是“十三五”要

万亿斤以上，这说明我们综合生产能力确实有了提升。生

实现的重要目标。经过未来五年的努力，2020 年我们全面

产力其他的指标，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去年达到了

小康社会建成的时候，我们老百姓的“米袋子”会更满，“菜

56%，这就说明我们主要的增长动力是来自于科技的。我

篮子”会更优，农民的“钱袋子”会更鼓，农业会更有魅力，

们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63%，这说明

农村会更有活力，农民会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我们田间作业主要是靠机械化的。还有，我们农田的有效

谢谢！

灌溉面积比重达到了 52%。这几个指标说明我们“十三五”
推进现代农业还是有比较好的基础的。但是，正如您所说

中国网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农产品食品安全方面的。

的，“四化”当中农业现代化较之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

我们都能感受到食品安全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农产品食

还是短腿，反映在方方面面，“十三五”很重要的就是要

品安全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请问韩部长，我国农产品质

把这条短腿加长补壮。总的来说，就是要坚持以新的发展

量安全状况到底怎样？农业部将会采取什么措施确保老百

理念引领现代农业发展，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姓“舌尖上的安全”？谢谢！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韩长赋：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坦率地

我们想，在推进的方略上，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或

说，也是我们农业部门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民以食为天，

者叫三个转型升级。第一个转型升级，就是我们农业的经

食品安全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的

营体系要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千家万户、一家一户的小

安全，所以全社会包括媒体界的朋友高度关注，这也是农

生产，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业部的工作重点和应尽的责任。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营对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第二是农业的生产体系要转型

从农业主管部门来讲，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

升级，要加快农业的科技创新推广，发挥物质、技术、装

们虽然不能做到零发生，但是我们要坚持零容忍，哪怕是 1%

备的支撑作用，也就是说，要全面实现农业增长动力的转换。

的问题，也要尽 100% 的努力去解决。

第三是农业的产业体系要转型升级，无论是种植业、养殖

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由于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力

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业，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发挥

度，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是在提升的，总的还是稳中向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实现这三个转型升级，力争

好的，我们对蔬菜、对粮食、对肉类、对鱼类都是有监测的，

到 2020 年使我们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能够显著提

监测的合格率是稳定向上的。但是问题不能忽视，因为我

升。

们人口多，我们有 13 亿多张嘴，每天吃的农产品数量非常

在工作布局方面，因为我们国家大，各地的条件差异

大，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数有问题，都可能是一个很大

很大，总的是全面推动，但是要局部率先，有条件的地方

的绝对数。我们一天吃多少东西呢？我曾经粗略地算了一

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我们想，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

下，我们全国一天要吃 40 多万 t 粮食、10 多万 t 肉、50 多

郊区、国家垦区，还有国家确定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在

万 t 蔬菜、20 多万 t 水果，还包括其他的东西，所以加起来

“十三五”末要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是非常庞大的数

这是我们推进的方略。如果说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

重大。我们“十三五”的目标是要使农产品质量安全

们也有很多的数量计算，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讲了。

水平进一步提升，怎么办呢？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坚持“产

但是我可以讲，重点是要保证实现三个目标，或者说三个

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老百姓能吃

任务，就是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用老百姓的话讲，

得放心，我们不仅要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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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措施有这样几条：一是落实属地责任，任何一

件近年来应该说有很大的突破，两国可以在农业科技方面

级政府，都要对它属地内的食品安全负责，所以我们在建

加强合作，包括开展联合研究，开展成果技术的转让，包

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一个县一个县地抓，一个市一

括相互培养人才。我想，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合作。总之，

个市地抓。二是开展专项整治，对非法添加、农药兽药残

只要是对两国农业发展有利，对两国老百姓有利，这些合

留超标，还有私屠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

作我们都愿意。谢谢！

势，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绝不手软。三是管控生产
源头，我前面讲“产出来”，就是要在产地推广标准化生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我的问题是，

产，同时控制药残。农业部从今年起要推行高毒农药的定

去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今年的一号文件都提出要

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这个药谁卖谁买要登记，要开展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请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兽用抗菌药的治理行动。四是推进标准化生产，重点是抓

改革的内涵是什么？下一步农业部会推行什么样的措施来

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他们都是规模化生产主体，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谢谢！

要使他们逐步按标生产，将来要逐步扩大到全国“菜篮子”

韩长赋：谢谢，你这个问题确实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

主产县。五是建立追溯体系，从产地到销地，从农田到餐桌，

题。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中央提出来的一个重大

建立追溯体系，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搞，比如规模化的养猪、

的战略任务，一般人想到供给侧改革，可能首先想到一些

养鸡等等。另外对那些地理标志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

行业产能过剩，更容易想到工业方面要调整，实际上农业

品都要率先实现可追溯。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抓生产，

的供给侧也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大家都知道，现

一方面抓监管，我们要努力在“十三五”使问题得到更好

在农业连年丰收，库存充裕，目前来讲，我们供给的能力

地解决。谢谢！

和总量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

俄罗斯塔斯社记者：在“十三五”框架下，中国和俄

头脑。当前的突出问题也是在结构方面，我们有的农产品

罗斯的农业合作，您觉得哪些合作发展内容更重要，中国

多了，比如玉米，年度性、阶段性供大于求了，有的品种缺，

对哪些领域更感兴趣？谢谢！

比如大豆。在农产品质量方面，应该说“大路货”还是多，

韩长赋：谢谢，你的中文讲得很棒。中俄是友好合作
的伙伴国家，而且我们是邻居，农业合作是两国双边合作

优质的、品牌的还不多，还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所以
农业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面，两国的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支持这方面的

改革的目的，一个是使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适应消费升

合作。现在我们的合作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双

级的需要，也就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第二

方应该加大农业合作的力度，投入更多的热情，因为农业

是通过改革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我们农业的质量、效

合作是互利双赢的，会给两国的农民以及两国的消费者带

益和竞争力，使农民得到更多的收入。第三是通过供给侧

来好处。

结构性改革能够扬长补短，一方面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得到

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一是双向农业投
资，支持两国的企业到对方投资发展农业。从中国来讲，

巩固，另一方面使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得到改善。从这三
方面来讲，我们都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已经有不少企业，特别是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的企业，

关于这方面的原则、方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和

到俄罗斯特别是到远东地区投资农业，而且取得了很好的

这次“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都有深刻的

效果。第二方面是继续扩大贸易，因为我们有些农产品可

阐述。我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要重点

以互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向俄罗斯出口，

抓三件事，或者在产品结构上重点抓三件事。第一件事，

我们也欢迎俄罗斯优质农产品到中国的市场来丰富中国人

调减玉米。现在粮食库存多，主要是玉米多。我们现在小

的餐桌。第三方面是加强科技合作，因为俄罗斯在农业科

麦是基本平衡，大米是平衡略余，主要是玉米多了一点。

技方面研究的实力也很强，中国农业科技水平、队伍、条

要推进粮改饲、粮豆轮作，甚至有些地方要开展休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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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非优势产区的玉米面积适当调减下来。第二件事，增加
大豆。我们是大豆原产地，我们的高蛋白大豆还是有优势的，

门将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韩长赋：转基因问题，每次记者会都有人提问，我很

做豆腐、生豆芽，还是我们自己的大豆好。现在大豆不能

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想说，转基因是一项高技术，也是

满足国内需求，我们进口大豆是需要的，是难免的。我举

一项新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

一个例子大家就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

国，必须在转基因这个高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为此，国

初的时候，全国人均 2.6kg 油，现在人均 20 多 kg 了。我们

家在 2008 年就批准设立了转基因重大专项。关于转基因，

还要把国产大豆的优势发挥出来，具体讲要搞好目标价格

国家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方针和农业部在具体做这项工作

试点，另外开展大豆品种攻关，还有要提高大豆生产效益，

中的方针都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概括说就是三句话：

包括产业链建设。第三，提升牛奶。牛奶大家都很关心，

一是研究上要大胆，要坚持自主创新。二是推广上要慎重，

近年来我国的奶业得到长足发展，我们人均奶制品占有量

要坚持确保安全。三是管理上要严格，要坚持依法监管。

从 2000 年的人均不到 8kg，提高到现在的近 30kg，就这么

方才你提的问题实际上是监管的问题。

十几年的时间；质量也在明显提升，90% 以上是机械化挤

转基因个别品种确实在个别地方有非法种植的情况，

奶了，基本上没有“挤奶姑娘”了。婴幼儿奶粉奶源都是

但是你刚才问，我们有没有评估？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机械化挤奶，然后封闭的冷链运输，保证质量，保证安全。

和检查，我们的评估是，非法违规的种植是个别的、是可

各项营养指标、奶牛品种、饲草的质量也都在改善，所以

控的。关于这方面的监管，农业部以及有关部门采取了很

我们奶制品营养和卫生指标也都符合国家的标准，有的是

多措施，我们是高度重视转基因安全管理工作的。在重要

和世界标准接轨。

的环节，关键的时间，包括严把研发试验关，包括品种审

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奶业曾经出现过问题，

定关、生产流通关，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非法种植现

而且偶尔在局部地区还出一点负面信息，所以市场对国产

象的监管，严格执法、严肃查处、严厉打击。通过这几年

牛奶缺乏信心。当然我们的情况在变化，但是大家还是缺

来的监管，有效遏制了转基因作物的违规扩散，包括你说

乏信心，媒体也有报道，大批国人到国外抢购奶粉。你买

的种植问题。

人家东西，给人家送钱，人家还限购，这是中国奶业人的

对于最近个别地区查处的个案，我们和地方政府联合

耻辱。所以我们一定要振奋，要奋起直追，要提升我们奶

起来，对有关媒体包括有关人士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调查，

业的品质，要唱响我们的品牌，要提高我们的质量，要恢

只要有问题线索我们马上就调查，如果问题属实，就马上

复国人对民族乳业的信心。我们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处理。从查处的情况看，比如说个别地方的转基因玉米，

革，这几个方面要下大功夫。总而言之，我们要推进供给

被检测出来的转化体也是获得了国内外的安全证书的，并

侧结构性改革，使我们农业的生产更加符合市场、更加适

且在国外广泛种植的，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但是，

应消费、更加提高效益，提高竞争力，使我们的生产和消

为什么还要查处呢？首先，因为它违反了我国的《种子法》。

费两端，使我们的农民和市民两方面都能够得到好处。谢

《种子法》规定，所有的种子向农民销售，要到田里去种，

谢！

都要经过审定，不可以私自滥种，也不可以私自滥制种和
滥卖品种。第二，违反了《专利法》，你种别人的转基因
香港大公报记者：我们知道，转基因农作物的非法种

品种，人家还没有允许种，你不是侵犯了人家的专利吗？

植问题备受关注，昨天中农办陈锡文先生坦言，在我国局

还有一条是违反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这

部地区确实出现了未经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流向

是国务院制定的，这个条例对转基因种子，从研发到试验、

了一些农地和市场。我想问一下，具体集中在哪些地区还

到制种、到种植，有一套管理规则。所以，不是因为他种

有哪些农作物？您如何评估当前转基因农作物非法种植的

植的这个品种不安全，而是因为他违反了“两法一条例”，

现状？这肯定暴露了我国在监管方面有一些问题，农业部

所以我们要严肃处理。概括来说是两句话：一个是个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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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品种、极少数的个人和主体有这种行为，没有发生大

你不能赚黑心钱坑老百姓，我们对不讲良心的生产主体要

面积滥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控的。第二个，我们依法

严格惩处。总的来说，一个是修好这部法律，另外和有关

管理，只要发现他是违法违规种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部门搞好衔接，使农产品的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形

我们也欢迎媒体，也包括社会有关人士向我们反映，你们

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谢谢！

提供线索，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交待。谢谢！
美中时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中美粮食贸易的问题。
中国食品安全报记者：我们知道，确保从田头到餐桌

刚才您谈到粮食进口这一块，请问我们所进口的美国大豆

的安全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一部

每年的总量是多少？其中有关转基因的占多大的成份？另

是《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今年正好是颁

外，你刚才谈到土地、高毒农药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进行

布实施十周年，我们知道《食品安全法》去年在实施五年

过调查，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因为高毒农药使用

以后进行了修订，请问韩部长，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基本上在大豆、蔬菜方面，它与南方的轮作、一年四季不

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是否有修订调整的工作安排？包

间断地耕作有很大的关系，抗虫、抗病能力明显下降，请

括去年有关于豆芽菜的争议就涉及到了它是食品还是农产

问韩部长，我们如何在根本上使南方的土地从技术方面能

品。谢谢韩部长。

够扭转土地的使用效率问题？

韩长赋：你提的两部法律，都是很重要的法律，因为

韩长赋：你实际上提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关于土壤

它和社会公众、千家万户都有直接的关系。《食品安全法》

的问题，然后请我们新闻发言人回答美国大豆进口的问题。

已经进行修订，重新颁布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

土地是庄稼之母，地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土地是农业

2006 年颁布实施的，也十年了，所以无论从农产品质量安

上重要的要素。我们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两条，第

全监管的角度看，还是和《食品安全法》的衔接来看，都

一条是严格地保护数量。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像保护大熊

需要尽快修订，所以农业部已经启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猫那样保护耕地。第二条是不断地提升耕地质量。确实有

修订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这个法很多条文还是实用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南方有，北方有些地区也有。由于耕地

修订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贯彻产管并举的原

连年种植，特别是南方，有的一年种两季，个别地方种三

则，能够促进两手抓、两手硬。二是要注意和新修订的《食

季，两季半的也有，比如水稻收了之后再来半季的再生稻。

品安全法》衔接，能够两法并行、相互补充，同时各有侧重。

我们中国人口众多，用有限的这点耕地养活了十几亿的中

各有侧重我也讲一下，因为《食品安全法》覆盖到生产、加工、

国人，我们的民族了不起，我们的土地贡献很大。联合国

流通、消费各个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更多的是讲

粮农组织总干事见到我，他说感谢中国的努力，解决了他

农产品和生产环境，有所侧重，当然也不能截然分开。现

五分之一的任务。如果中国不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你想

在从部门分工和执法分工上，简单地说，农产品在进市场、

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天到晚就得忙活这边的事儿了。所以，

进工厂之前都是由农业部门负责监管的，进了市场、进了

我们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

工厂以后就由其他部门负责监管，因为我们是分段管理的。

现在，在我们的农业生产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我们有

第三个是推进全程监管，从农产品来说，产地环境要管，

能力、有这个机会更多地关注土地问题。怎么办呢？我想，

还有投入品，比如化肥、农药，还有生产过程的控制，比

通过科技的措施，通过改善投入品的措施，通过调结构的

如我前面讲的标准化，另外是产地的检验检测，产地准出

措施，来缓解土地生产承载的压力。另外，要进行治理，

制度，现在海南的蔬菜出岛都要检验的。还有，前面我讲

要进行土地质量下降或者土地污染的治理。但是，我也谈

了，产地追溯，包括产地证明，建立全程监管体系。第四，

一下，我们通过点位调查，土地重度污染也就是百分之一

贯彻“四个最严”的要求，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左右，但我们也要很好地治理。关于南方的一些地方，菜

落实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从严惩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田也好，甚至稻田，包括湖南局部地区的大米镉超标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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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都在治理。具体的办法：一个是控制我们的投入品。

香港中评社记者：我们非常关心台湾的问题，我们知

二是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农业部、财政部和湖南省政府

道近年来在大陆出现了很多台湾农业创业园，请问部长，

都在共同采取措施。三是进行耕地的轮作和休耕，来缓解

在下一步，未来两岸之间在农业技术和生产模式上会有哪

土地的压力。最近环保部、农业部和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

些具体的合作？另外，我们现在中国大陆这边一直在发展

的部署，正在制定土壤保护和治理的具体措施，我们叫“土

“美丽乡村”建设，您觉得台湾的农业观光休闲产业有哪

十条”，就是想把土壤更好地保护和治理。下面请叶贞琴

些经验模式可以借鉴到大陆这边来？

先生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叶贞琴：农业是中美之间最早开展合作的领域，中美

韩长赋：谢谢你提的关注两岸关系的问题。关于两岸
关系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有非常

农业的合作这些年来呈现非常良好的态势，包括双向的投

深刻的、全面的阐述。你提到的关于两岸农业贸易关系问题、

资和双向的贸易，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双向投资这些年

合作关系问题，我想请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回答。

发展很快，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累计超过百亿美元，涉及到

叶贞琴：两岸的农业交流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起步最

种植、养殖、加工、农产品贸易多个方面，特别是农产品

早、基础最好、成效最明显的领域之一，也是优势互补、

贸易高速增长。有一个数字，近十年来，两国农产品贸易

互利双赢的。这些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两岸农业交流的合

年均增长 15%。2014 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农产品达到 288

作顺应时代的潮流，也符合两岸人民的期待。近 30 年来，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10 倍，特别是一些大宗农产品，我

两岸人员的交流、农业人员的交流在不断增长，科技的交

们国家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销售地。中国进口的玉米、小

流在不断深化，农产品的贸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包括台

麦主要来自于美国，刚才你讲的大豆，美国 25% 的大豆是

商投资大陆的农业发展势头良好，台创园就是非常重要的

销往中国的。因此，我们两国之间农业的合作、贸易的合作，

一个方式。可以这么讲，两岸农业的合作发展为两岸人民

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农产品出口到

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面临着

美国去，互相之间配合得很好。

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我们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央对台工

去年 9 月份，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在农业领域

作的大政方针，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继

取得了很多成果，两国农业部长共同续签了《中美农业合

续推动两岸农业、渔业方面的合作，我们想为台湾同胞多

作谅解备忘录》，充分显示了两国政府对中美农业合作的

办好事、多办实事。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台湾同胞能够秉承

重视和继续加强合作的良好愿望。我们希望双方进一步加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共同推动两岸农业的合作。刚才

强合作，我们的合作是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希望我们

你讲的台创园，就是台湾的农民和企业到大陆来投资，办

的合作更加顺利。

一些高科技现代农业的示范园，应该说台湾在一些品种、

韩长赋：我补充两句。你方才说的大豆，我们国家去

技术乃至营销方面都很有一些优势，到大陆来，特别是在

年进口了 8100 多万 t 大豆，第一数量多的是巴西，第二数

福建等地开展台创园的建设，给当地农民也带来了技术上

量多的是美国。刚才新闻发言人讲了，从美国进口大豆，

的示范和营销理念的示范，同时也给台商带来了实实在在

应该说大多数是转基因大豆，包括从巴西进口的大豆也是

的利益。将来两岸的农业合作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不

转基因大豆。我们国家去年进口的 8000 多万 t 大豆，绝大

仅是农产品贸易，还有科技交流，包括你讲的两岸休闲农

多数都是转基因大豆，这些大豆，包括从美国进口的，都

业、乡村旅游，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想，只要秉承“两

是在他们国内进行过安全评价的，而且又经过我们国家农

岸一家亲”的理念，继续保持这种两岸合作交流的态势，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价，也是向其他国家出

两岸农业的合作将惠及更多的两岸基层民众。谢谢！

口的，一些国家也在种植。你关心的这些情况，我也补充
说明一下。

主持人：谢谢韩部长，谢谢叶主任，谢谢各位记者的
配合，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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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畜牧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在 2016 年两会期间，提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议案，其中与畜牧业有关的
议案整理如下：

新希望愿为成为高端动物蛋白领域
的“ABCD”而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 刘永好

最早以农业起家的新希望集团，成立于 1982 年，现在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并致力于打造世
界级农牧企业。近年来，在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并购动
作频频。
3 月 5 日，在 2016 年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召开媒体见面会称，现在海外投
资正是一个窗口期。国内企业要么创新变革，要么就大踏
步走出去，而且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

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刘永好说，中国的玉米库存非常多，实际上多到一年
产量的总数。
由于中国连续多年来推出玉米最低收购价政策，刺激
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中国市场远高于国外市场，价格倒挂。
于是，出现高库存、高价格、高进口“三高”并存的局面。
对大多数人所持“玉米高价收购不妥，应该改”的观点，
刘永好表示认同。他说，在几年前，甚至十年前，每次两

刘永好说，新希望现在重视做大两端甚至向产业链延

会提案都有提到，要改变粮食的定义，国家要保粮食安全，

伸，近来从最前端的布局，以及跟国外签订协议，都是围

首先保小麦、大米这些口粮。至于非口粮，像玉米这类饲

绕着让公司成为国际有影响力、有竞争力、有话语权的企

料用粮就不要给太多的补贴，这样会增加国家负担，直接

业的目标而出发，旨在成为在高端动物蛋白，牛羊三文鱼

补贴农民就行了。

领域的“ABCD”。
所谓“ABCD”，指的是，当今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

今年一号文件也提到，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四家跨国公司：美国 ADM、美国邦吉 (Bunge)、美国嘉吉

刘永好解释说，国内的粮食价格太高，特别玉米价格

(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 (LouisDreyfus)，业内称之为四大

很高，跟国际市场相比，国内的饲料成本高，从而使得国

粮商。

内所有肉产品价格也高。这意味着国内的开支消费都需要
增加成本，最后还是由全国老百姓来买单。现在假如说因

玉米库存量超过年产量

为库存太多，发霉了，导致损失，最终还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在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到，中国粮食连续

他说，现在进行改革，将肉产品的成本降低，使老百

增产，面临库存大幅增加、市场价格下跌等问题。要引导农

姓受惠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养殖业、食品行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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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再出口成为可能。所以“将原料成本降下来，这
是大势。”
对于新希望最占优势的饲料行业，刘永好说，国内第一，

作为全球布局的企业，谈及近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
业的影响，刘永好举例最近投资收购的“美国蓝星”，此
举深化了新希望原料采购的全球优势，对公司的影响极大。

全球第二。但是，这个行业已经饱和，靠饲料有大的发展

“有可能今后在汇率波动上，困难就会小很多，因为通过

已经不太现实，所以必须转型。如何转型呢 ? 就是向两端转。

国际的套期保值和原料的提前采购，锁定汇率，风险就会

他说，在保证鸡鸭基本规模的情况下，下一步集中精

小很多。”

力大力发展猪的养殖。拟投资 88 亿，通过 3 ～ 5 年时间，
以“公司 + 家庭农场”等方式发展 1000 万头生猪，实现业
务重心调整。还有就是向肉食品深加工方向转。今后不只
是卖活猪，或者卖屠宰后的白条猪，而是希望销售加工成
能够供应千家万户的肉食品产品。
刘永好认为，将两端加大，甚至产业链延伸，这样做

现在海外投资就是一个窗口期
近年来，为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新希望在国内外投
资并购的动作频频。
刘永好说，企业走出去确实很难，但是走出去市场很大。
投资回报相对比较高，而且中国产能过剩，饲料业产能利

将给我们带来生机和活力。在这一方面，也在加强国际合

用率连 40% 都不到。走出去才发现，新希望的技术、品牌、

作。如跟法国最大的肉食品加工企业已经签订战略协议，

能力能够在当地做到最好，而且在很多国家都是第一品牌。

跟韩国、澳大利亚很多企业洽谈合作等，以取得向两端的

他认为，现在海外投资就是一个窗口期。因为国内的

延伸。

过剩现状导致竞争激烈，“这个时候，在国内瞎折腾干什么，
还不如大踏步走出去。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创新变革，

全球布局应对汇率波动
在中国消费市场中，进口农产品份额越来越多，刘永

要么就大踏步走出去。”还有就是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
国际经济也不是特别好，这恰好是走出去的好机会。

好说，这说明一是中国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二是中国供

对于新希望接近 20 年的国际化道路，刘永好称，“有

给侧的改革还要下大工夫，为什么要买外国的，说明国内

相当的经验”，现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会继续沿着国际化

产品质量不如国外，性价比或者差异化做的不够，这给国

前进。如何将国内外的优势结合，公司已经有规划。近年

内的制造企业、生产企业、食品企业带来挑战，也是一个

来在澳洲、新西兰进行优势资源、品牌和技术的整合，包

空间。

括收购最好的种猪、种鸡、种鸭、种牛这样的种苗，同时

刘永好认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的优质农产品竞争的
优势是人口众多、市场广大，劣势是人均土地资源、水资
源、阳光占有少。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新希望大踏步进入，
通过联合收购在牛奶产业、种源方面取得进步。
他说，供给侧改革，既要改良数量，还要改革质量，
还要改革科技。使得企业能够生产适合中国市场的，不

进行国际产业供给侧的布局，在最优秀的地方建企业，收
购原料，进行源头上把控，然后跟国内对接。
他说，中国经济提高，消费增大，给新希望带来机会。
有没有可能新希望成为在高端动物蛋白，牛羊三文鱼这些
领域的“ABCD”呢 ? 而且这方面没有一个 ABCD 垄断。
这是大的课题，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实现。

断提升的消费品，而大消费时代的来临给企业带来巨大

据刘永好描述，新希望从最前端就开始布局，从原料、

的机会。劣势有可能逐步变成优势，今后就算进口的也

资源、土地、生产到仓储、加工、贸易、市场营销，近年

是中国自己的品牌或者参与、控制的品牌，到那个时候，

来跟澳洲、法国等很多国家签定协议都是围绕着让公司成

中国在参与国际农产品和国际食品的竞争方面就有了主

为国际有影响力、有竞争力、有话语权的企业的目标而出

动权。

发的。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15

政策要闻

强化创新引领 打破冷鲜肉市场地方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 万隆

中新网 3 月 9 日电

3 月 7 日下午 , 在全国“两会”

来，万隆开创了中国肉类品牌，把一个资不抵债的小型肉

河南代表团驻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万洲国际董事

联厂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成为有全球影响

局主席、双汇集团、双汇发展董事长万隆，就学习领会

力的跨国公司。2013 年，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以 71 亿美元

“《政府工作报告》精神，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创下了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万隆表示，

中美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加强供给侧结构调整，创新管理、升级产品，肉类工业需
打破冷鲜肉地方保护，让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等内容。

万隆董事长表示，在好的国家政策引导下，十三五期间，
公司将投身新一轮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快速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坚持“创新转型、开创未来”的

新的发展理念和导向
满足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
万隆表示，肉、蛋、奶、菜、粮，这都是老百姓的刚

经营指导思想，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各种优势，
整合全球资源，做大国际贸易，实现国内、国外两个收入“超
千亿”，在创新转型中，实现新的跨越，开创美好未来！

性需求，而且肉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吃肉和老百姓生活
的关系十分密切。双汇是中国最大的肉类企业，大企业有
着更为重大的社会责任。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让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过去我们吃肉难，甚至吃不上肉。改革开放以来，

尽 管 双 汇 曾 经 拿 出 71 亿 美 元 收 购 美 国 最 大 猪 肉 企

我们有了很好的发展环境，经济发展起来了，老百姓的生

业——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双汇集团掌门人，但

活也好起来了。”万隆说到，“现在，吃肉不是什么困难了。

万隆感叹，“双汇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强大的跨国公司，国

关键是要吃好肉，让老百姓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营养、

内的地区封锁、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才是双汇最大的

更放心”。

对手。”

为满足大众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2015 年年底，郑州

2000 年，双汇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引进了现代

双汇美式工厂建成投产；近期，上海双汇西式工厂也已建

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屠宰冷分割生产线，率先把冷鲜肉

成投产。万隆表示，今后，我们会更好利用企业规模的优

引进国内，打出了双汇冷鲜肉的招牌，开创了中国肉类品牌。

势、技术开发的优势、国际化发展的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目前，双汇在全国近 20 个省市建设了 30 多家现代化的屠

强化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开发生产更多、更好的新产品，

宰和肉类加工基地，在 31 个省市建有 300 多个销售办事处，

包括生鲜产品，改善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持续增进

建立了现代化的冷藏物流系统，“全国除新疆、西藏外，

民生福祉作贡献。

内地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到朝发夕至。”万隆表示。

作为中国双汇的缔造者和领航人，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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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更安全、更有营养、口感更好。在欧美发达国家，冷

这也预示着冷鲜肉在全国的市场销售将迎来一个良好的发

鲜肉占到市场份额的 90% 以上，几乎没有人吃热鲜肉。而

展机遇，老百姓的健康又多了一层保障。但在很多地方，

我们国内平均大概只有 25%，上海、香港等发达地区可以

双汇却不断遭遇“地方保护”的尴尬。双汇冷鲜肉进入当

达到 70%、8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一般的乡镇，只有 2%

地市场后，由于品质好，价格公道，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

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冷鲜肉空白市场。可以说，国内

迎。有的地方，经营传统热鲜肉的个体商贩利益受到影响，

冷鲜肉市场潜力巨大。

结成团伙，围攻、打砸双汇经销商的门店；有的地方，当

2016 年 1 月 11 日，深圳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了《深圳市加强肉类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案》( 下简称《方

地政府和监管部门为维护当地屠宰厂的利益，违规出台“土
政策”，不给双汇经销商办理证件，强行关门关店。

案》)，提出将开展全市农贸市场猪肉销售摊档升级改造，

最后，万隆代表特别强调，“地方保护主义是阻碍和

督促经营者安装冷肉类冷藏设备，到 2017 年 3 月底，实现

干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障碍，有效地打击

全市猪肉冷链销售。此外，《方案》还提到要加大肉类销

和清除地方保护主义是深化改革，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强

售点检测力度，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肉类质量安全监管体

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内容，是

系，提升深圳肉类质量安全水平。

实现合格产品的全国大流通，抓好食品安全，持续增进民

双汇介绍，深圳市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

生福祉，让全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建议调整规模化养殖补贴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 任永昌

人民网北京 3 月 5 日电 （记者陈曦 王波 王洪江）随着

必过分忧虑。

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签署并实施，澳洲牛

任永昌认为，中国作为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农业大国，

肉最终将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致使国内肉牛养殖户和养

肉奶不可能全部依靠进口，必须壮大自己的养殖行业。“我

殖企业对市场前景产生了忧虑。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四

们国内的养殖在技术、规模等方面都有待提升。举例来说，

川省农业厅厅长任永昌今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建

新希望在洪雅县建的奶牛场有奶牛 2000 多头，安岳县一家

议适当调整规模化养殖补贴政策。

企业有 1800 头牛，他们的规模也是这些年起来的。不能说

任永昌说，澳大利亚具备牛羊养殖的自然环境优势，

澳大利亚的肉奶进来了，这些企业就关门。他们也在研究

加之其养殖技术高、规模大，养殖成本很低，中澳自由贸

降低养殖的成本、挤奶的技术、牛奶的质量。”任永昌称，

易协定签署实施后，其肉奶最终将零关税进入我国市场，

目前，四川省内已不少企业通过引进澳大利亚的奶牛和肉

难免会对国内养殖行业造成冲击。但是，我国的养殖户不

牛品种，和本地牛进行杂交，改变原有的品种，这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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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四川省农业厅也正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养殖行业

从 2015 年开始，每年生猪降低一个百分点，牛羊上升一个

降本增效的措施。

百分点。并且，从 2015 年开始，政府通过政策扶持有意识

任永昌建议农业、财政等部门认真研究目前我国养殖

地进行引导，比如养牛 10 头以上就可以享受补贴，一头牛

业面临的问题，适当调整规模化养殖补贴政策，比如将养

一年补助 200 ～ 500 元。而生猪补贴政策也在调整，以前

殖补贴从生猪向牛羊适度倾斜。

养殖 50 头就可享受补贴，现在补贴标准已提高到 200 头，

任永昌透露，四川已在调整生猪和牛羊的存栏比例，

以后甚至可能取消补贴。

回应羊肉价格下跌 拟建立目标价格保险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 包满达

人民网北京 3 月 12 日电 （富丽娟）近日，全国人大代

和新牧区建设大局，应予以更多关注。我认为建立牛羊肉

表、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任包满达，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保护制度很有必要，因此，今年会继续提交这方面的建议。

四次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羊肉价格有所下

此外，我还准备提交一份关于给基础母畜发放补贴的建议，

降的问题，内蒙古正在探索研究建立目标价格保险制度。

呼吁为牧民增收建立多重保障。”

包满达说，目前内蒙古的大小牲畜存栏 1 亿 3000 多万

去年年底，针对羊肉价格下跌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

头只，其中羊就超过了一个亿。进入市场后，受市场整体

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提出相关建议：自治区应综合考虑区

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价格比过去有所下降。借鉴一些省

域资源和羊肉生产基础，加大对羊肉主产区的扶持力度，

份的经验与做法，现在自治区正在探讨研究建立“政府拿

鼓励羊肉加工企业建立养殖基地，以“企业 + 牧户”“企

一部分资金，农牧民少量出一部分资金”方式的目标价格

业 + 协会 + 牧户”等形式，把分散的家庭生产联合起来，

保险制度。

组织规模、集约化生产。扶持羊的加工企业重组联合，加

内蒙古商务厅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去

强羊肉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及配套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推进

年入冬以来内蒙古羊肉市场价格小幅下降。羊肉零售市场

品牌化运营。建立和完善羊肉储备制度，保障市场供需平

均 价 49.05 元 /kg， 同 比 下 降 7.42%； 羊 肉 批 发 市 场 均 价

衡。建立畜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强化羊肉市场监管，

34.01 元 /kg，同比下降 36.93%。自治区多地羊肉价格持续“低

从而加强本土羊肉产业发展。

迷”，养殖户望“羊”兴叹。

有关专家分析称，由于近年来国内其他省区和进口羊

“建立和实施羊肉价格保护政策，很有必要。” 全国

肉供应量上升，且羊肉价格较低，使内蒙古羊肉市场受到

人大代表，来自内蒙古阿巴嘎的牧民额尔登格日勒继去年

冲击。另外，由于消费者和餐饮业市场对肉类购买力减弱

向全国“两会”提交关于建立羊肉保护价制度的建议，今

和需求乏力，导致羊肉市场供需宽松，本地肉羊收购价格

年准备继续提交这方面的建议。她说：“畜牧业是牧民赖

走低，从而导致羊肉市场销售价格下降。

以生存的基础产业，畜牧业生产的稳定与否事关牧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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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畜牧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 马有祥

“十二五”以来，畜牧业在平稳中调整，在调整中优化，

迫在眉睫，亟需下大力气破解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畜

向建设现代畜牧业目标稳步推进。2015 年，预计肉蛋奶总

牧业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变化，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

产量达 1.54 亿 t，比“十一五”末增加 7.8%；畜牧业产值

结构性改革。部分畜产品出现结构性相对过剩，一般性同

有望突破 3 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超过 30%；畜禽养殖规

质化产品量大价低，高品质产品供给无法满足消费需求。

模化率将超过 54%，转方式调结构取得积极进展。全年完

特别是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国内生鲜

成了“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任务，实现了“十二五”

乳供需严重失衡。畜牧业生产同样存在产能结构性失衡问

的圆满收官。

题，如奶牛高品质冻精不足而低质低价冻精积压，蛋鸡和
白羽肉鸡祖代种鸡存栏严重过剩。二是畜产品内外价差逐

畜牧业发展成效显著

步拉大，迫切需要提升竞争力。随着国内外市场融合度进

从近年情况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畜牧

一步提高，低价进口产品对国内畜牧业的冲击日渐加剧。

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产能充足。“十五”到

国内畜牧业生产规模效应不强、标准化水平不高、单位畜

“十二五”的 3 个五年间，肉蛋奶总产量年均增长率分别

产品生产效率低的痼疾仍未根本解决，导致畜产品生产成

为 6.1%、3.4% 和 1.4%，增幅呈逐步递减趋势，表明畜牧

本过高，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产品缺乏竞争力，

业已彻底走出短缺经济，基础产能充足，保供给能力大幅

国内产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三是产业链不完整、结合不

提升。二是质量稳步提高。畜禽产品监测合格率连续保持

紧密，迫切需要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我国畜牧业生产组

在 99% 以上，生鲜乳三聚氰胺检测合格率连续 7 年保持

织化程度不高，产业波动频繁，养殖户利益受损几率大。

100%，“瘦肉精”使用得到有效控制，已经形成了稳定

产业链不完整，没有建立同生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各环

可控的畜牧业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三是规模化水平提升。

节“蛋糕”切分不合理；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层层累加，

随着标准化规模养殖大力推行，加上几次较大市场波动的

使得养殖环节获益明显偏低，上游生产积极性受挫。四是

自然淘汰，养殖散户大量退出，国家级畜牧业产业化龙头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迫切需要推进绿色发展。随着畜牧业

企业上升至 583 家，占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比重为

生产经营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养殖废弃物排放

47%，畜牧业实现了由分散养殖为主向规模经营为主的重

与区域性环境承载力不能匹配，养殖业对土壤和水环境的

大转折，进入了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新阶段。

不利影响加剧。很多地区仍然存在“重生产、轻环保”的
粗放型经营方式，已经不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绿色

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纵观我国畜牧业发展历史和当前形势，转型升级任务

发展的理念。可以说，资源环境约束已成为畜牧业发展面
临的最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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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进入“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决胜

大幅度降低养殖成本，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阶段，迫切需要加快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更低成

内容。加快建设现代畜禽种业，全面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

本投入、更高产出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产业链更加紧密、

划，推进畜禽联合育种和遗传评估，支持畜禽核心育种场

资源环境更加协调的发展形态转型。

成立育种联盟，引导优秀遗传资源交换共享，自主选育优
良畜禽品种，确保畜禽良种种源供给，大幅度提高畜禽生

突出调结构、降成本、补短板，促进畜牧业
转型升级

产性能。加快构建种养结合的新型农牧业关系，以草食畜

“十三五”期间，我国畜牧业发展要牢固树立创新、

黄淮海地区粮改饲试点，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积

牧业发展和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为抓手，推进“镰刀弯”和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保供给、保安全、

极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促进

保生态，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转化率和畜禽生产力，

种养业效益“双提升”。加快提高畜牧业物质装备现代化

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水平，以畜禽舍环境精准控制、健康养殖工艺、信息化管

力。重点要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着力点和突破口，

理、物联网等为重点，推广标准化智能化的养殖设施设备；

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发展生产，立足“调结构、降成本、

大力推广散装饲料，引导饲料厂和养殖场的“厂场对接”，

补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效率，增强供给结

减少产业环节，降低饲料损耗和养殖成本，促进畜牧业节

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扎实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

本提质增效。

现代畜牧业发展。

三是加快优化产业布局补齐环保短板。统筹产业发展

一是加快畜牧业产能结构适应性调整。适应市场需求，

与污染减排，实施“调布局、转方式、树样板、抓两减”

着力推进畜牧业内部产能结构优化调整，是畜牧业供给侧

策略，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以南方水

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要继续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为重点，推进禁养区科学划

着力培育优质荷斯坦奶牛核心种群和优秀种公牛，生产和

定，支持规模养殖场改造升级，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推广优质奶牛冻精，加快奶牛品种改良；大力推进奶牛标

场“四级联创”活动，促进生猪养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准化规模养殖，提升奶业组织化、一体化水平；着力加强

在全国开展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活动，推动畜禽粪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尤其是对婴幼儿奶粉奶源实施重点

污综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创新机制，分类指导，对大型

监管，严厉打击生鲜乳违法添加行为，强化奶业监管成效

养殖企业粪污治理，制定和实施准入制度，严格监督管理；

宣传，树立中国奶业新形象，提升消费信心。在稳定现有

对中小养殖场户，采取 PPP 等多种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

产能基础上，大力推进家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和组织化一体

与粪污处理等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

化发展，引导中小规模养殖场户加快转型，完善产业健康

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产业转型。要建立完善法

理性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导和行业自律，推动家禽行业

律法规制度规范，让行业发展有章可循；建立完善适应市

主动调减祖代种鸡产能，避免低水平恶性竞争。要充分发

场机制的扶持政策体系，全面实施畜牧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快培育肉牛肉羊适度规模养殖

形成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保护机制；实施有效的质量安

和一体化经营主体，推行农牧结合创新发展模式，激发各

全监督管理，加强检验检测能力条件建设，提升质量安全

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合理规划农区牧区产能配置，努力

监管能力，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强化宏观调控与服务

推进基础母畜扩群增量，大力改善养殖基础设施条件。

支撑，建立健全畜牧业信息化监测预警服务体系，加快发

二是加快提升养殖生产效率降成本。强化科技支撑和

展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畜牧业生产性

装备改善，通过提升畜禽生产性能和改善资源转化效率，

服务组织，促进行业科学协调发展。( 文章来源 : 农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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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就玉米结构调整
与生猪生产形势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2016 年 4 月 7 日上午 10 时，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称之为 DDGs，就是玉米酒糟，进口了

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玉米结构调整与生猪生产形势有关

682 万 t，同比增长了 26%，挤占了国内玉米消费市场，增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加了玉米去库存压力。针对这些问题，综合考虑资源禀赋、

叶贞琴：女士们、先生们，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
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两个，一个是玉米结构调整，一

生态保护、市场需求等因素，我们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对玉米结构进行调整。
第二，怎么调？总的考虑是，巩固玉米的优势产区，
适当调减非优势产区的种植面积。这是大的原则，大的方向。

个是生猪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问

在调整的区域上，重点是“镰刀弯”地区，“镰刀弯”

题。我们请来了农业部畜牧业司马有祥司长、种植业管理

地区是一个俗称，包括黑龙江内蒙古第四、第五积温带的

司潘文博副司长，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在提问开始之前，

冷凉地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和西南石漠

我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下有关情况。

化地区，这个地区在地图上的形状像个镰刀。这一区域涉
及到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13 个省

一、关于玉米结构调整
玉米结构调整是整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我重点介绍两个方面的情况。

的部分地区。2015 年这一区域玉米面积 1.56 亿亩，比 2005
年增加了 7000 多万亩，是过去十年来玉米面积增加最多、
发展最快的地区，但是这一区域有部分是玉米非优势产区。

第一，为什么要调整玉米结构。这主要是根据当前粮

将“镰刀弯”地区中的非优势区作为玉米结构调整的重点，

食供求形势的变化来作出的相应调整。主要是基于当前玉

主要是两点考虑：一是这一区域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多

米出现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库存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东北

处在农牧交错、高寒高纬、坡地岗地、沙重盐重、跑水跑

四省区库存压力比较大，市场价格下降比较多。具体有三

肥等立地条件较差的区域，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玉米产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生产的快速发展。大家都知道，这些

量低而不稳，年际间波动比较大。二是这一区域生态环境

年粮食“十二连增”，玉米的贡献值最大，是面积增加最多、

比较脆弱，不少地方土层比较薄、土壤比较贫瘠，种植玉

产量增加最快的作物。过去 12 年，玉米的面积增加 2.1 亿亩，

米不仅不经济，而且易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所以，

产量增加 2175 亿斤，占整个粮食产量增长量的 57%。二是

积极调整“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不仅是适应市场需求，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费需求不足。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也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

玉米饲用的需求下降，深加工用量减少，需求增长速度赶

调整的重点是“镰刀弯”地区。

不上生产发展速度。三是玉米及替代品进口增加比较多。

在调减目标上，去年 11 月份，农业部下发了《“镰刀弯”

受国内外价差的影响，近几年玉米及替代品进口逐年增加。

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镰刀

去年，玉米进口 473 万 t，同比增加 82%，同时非配额管理

弯”地区玉米面积调减 5000 万亩以上，计划今年调减 1000

的高粱进口 1070 万 t，同比增加 85.3%，大麦进口 1073 万 t，

万亩以上。

同比增长了 98.3%，木薯进口了 938 万 t，同比增加了 8.4%，

在调减的路径上，有多种路径、多种方式，有六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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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适宜性地调。重点是调减高纬度、干旱区的玉米，

规模养殖的约束趋紧，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和疫病对生产冲

改种耐旱的杂粮杂豆和生育期短的青贮玉米。二是种养结

击不能掉以轻心，畜产品进口压力越来越大。目前看我们

合地调。重点是粮饲兼顾，调减籽粒玉米、发展青贮玉米

成绩很大，但是问题也不少。

和苜蓿，把“粮仓”变为“粮仓”+“肉库”+“奶罐”。

第二，如何看待当前生猪价格上涨？这个情况大家比

三是生态保护地调。调减石漠化地区的玉米种植面积，改

较关心，生猪价格变化大家比较敏感，一头连着城乡居

种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果桑茶等经济林、牧草饲草等，既保

民，一头连着农民，中央关心，社会关切。从生产上来看，

护生态环境，又促进农民增收。四是种地养地结合地调。

2015 年全国猪肉产量 5487 万 t，占全球产量的一半。全国

重点是东北地区恢复大豆玉米的轮作，因地制宜的发展苜

有近 4000 万个养猪户，养殖业对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特

蓿玉米轮作，华北地区实行冬小麦夏花生的复种，发挥豆

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养猪业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

科作物的固氮养地的作用。五是围绕市场地调。发挥龙头

源。从消费来看，猪肉是最主要的肉食品，肉类结构中有

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实行订单种养、产销结

64% 是猪肉。2015 年猪肉人均占有量 40kg，超过了世界平

合。六是有保有压地调。在调减非优势区玉米面积的同时，

均水平，我们中国的传统是以吃猪肉为主。

对优势主产区、核心区的玉米还要稳定，还要加强高标准

近期生猪价格持续上涨，总的看，是前三年价格长期

农田建设，加强科技推广，提升整个玉米的产能。关于玉

低迷的反弹，具有恢复性和补偿性。因为养殖效益较好，

米结构调整主要讲这几个方面。

规模场户补栏积极性开始恢复，有利于增加后期猪肉供应，
不会出现脱销断档。尽管猪肉价格在高位运行，可能还要

二、关于生猪生产形势
关于生猪生产形势，有两方面的情况。

维持一段时间，但伴随着生猪出栏的逐步增加，猪肉价也
将逐步企稳，暴涨的可能性我们觉得不大。

第一，当前生猪生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农业部高度重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强化信息监测和预警，落实好各项

视生猪产业发展，抓生产保供给，抓监管保安全，抓转型

扶持政策，加强疫病防控和技术指导服务等多项措施，加

促生态，应该说总体上生产水平一年比一年有提升。一是

快恢复生猪生产。同时，我们也提醒，目前生猪养殖过热

形成了比较充足的生产能力，十年期间猪肉的产量增加了

的迹象已经出现了，对于养殖户来讲，要提高风险意识，

近 1000 万 t，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增长、收入提高和城镇化

既要理性补栏，不能盲目扩大产能，也要适时出栏，不要

提升带来的新的消费需求。二是质量安全稳定向好，畜禽

压栏惜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多年保持在 99% 以上，特别是近几年

有关情况我就介绍这么多，下面请记者朋友们围绕我

生猪养殖中使用“瘦肉精”基本杜绝了。三是养猪业转型

们今天发布会的主题进行提问，提问的时候请通报一下所

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2015 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化养

代表的新闻机构。请大家提问。

殖比重已经达到 45% 左右，比 2005 年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
应该说这是不容易的。农牧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快速发展，
应该说千家万户分散的养殖的局面有很大的改观。

经济日报：我想问关于玉米结构调整的问题，目前我
们知道农民种玉米的收益要远高于其它作物，玉米调减后

但是，客观地说，目前养殖业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

农民应该种什么呢？收益如何能够保障呢？还有，现在不

生猪养殖户年平均出栏规模比较小，还有 55% 的出栏肥猪

可能再依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农民种什么或不种什么，那么

由年出栏 500 头以下的小散户提供。小规模大群体的生产

我们的目标如何能够顺利实现呢？谢谢。

格局特别容易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情况，

潘文博：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农业结构调整

所以我们担心的价格大涨大跌也主要在这块，我们保障均

的主体，农民调不调，调多调少，主要看价格，只要效益好，

衡供给难度也在此。从畜牧业发展环境来看，环保压力对

有钱赚，农民就愿意调。回到您提出的问题上，玉米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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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之后农民种什么，如何保证收益，又如何推动这项工

我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的大豆？这些大豆

作呢？我们主要考虑四个方面：

主要从哪些国家进口的，进口的大豆主要做了些什么？今

一是靠规划的引导。刚才叶主任已经讲过，去年 11 月

后发展大豆生产，农业部有什么样的考虑？谢谢。

份农业部制定下发了《“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

潘文博：我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大豆

导意见》，明确提出调减玉米，主要改种市场需要的大豆、

是重要的植物蛋白源，也是重要的食用植物油源，同时也

青贮玉米、杂粮杂豆、马铃薯、苜蓿、优质牧草等作物，

是种地养地结合的重要倒茬作物，因为大豆有根瘤共生固

各地也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调整优

氮作用。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朋友讲得那样，这些年我国大

化玉米结构。

豆进口量确实是多了，有一组数据我给大家通报一下。

二是靠政策扶持。调整优化玉米结构需要市场信息的

1996 年我们国家从大豆的净出口国转变为大豆的净进口

引导，但是更需要的是政策的扶持，这样才能让农民愿意

国。2000 年大豆进口量就达到了 1000 万 t，2010 年就达到

调、调得动、稳得住。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今年在财政部

了 5000 万 t，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三年连续突破了

的支持下，农业部整合了 35 亿元的资金，重点支持玉米的

6000 万 t、7000 万 t 和 8000 万 t 的水平。刚才这位记者朋

结构调整，用于“镰刀弯”地区的粮改饲和粮豆轮作的补助，

友说了，去年大豆进口达到了 8169 万 t，8169 万 t 是个什

目的是让改种青贮玉米也好、改种大豆也好、改种饲草也好，

么概念？它是国内生产量的 6.8 倍，大约是世界大豆贸易量

这些作物的收益与过去种籽粒玉米的收益基本相当。

的 70%，是国内消费量的 87%，这在所有农产品中进口依

三是靠指导服务。农业部已经组织专家制定了分区域、

存度是最高的。

分作物的技术方案，引导农民科学安排种植结构，同时也

这些年来，各级农业部门在全力抓好粮食生产、保障

指导各地落实好替代作物的种子、配套的机具等物资，搞

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努力稳定

好余缺调剂，保证结构调整的需要。针对玉米改种大豆之

大豆生产。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豆生产出现了滑坡。

后可能出现的除草剂带来的药害问题，我们已经组织了植

而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的发

保专家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方案，筛选了替代的药剂品种，

展，大豆的需求快速增长，国内生产不足，只能靠进口来

确保后茬作物生产的安全。

弥补国内的需求缺口。专家分析，近三年我们大豆每年消

四是靠示范引导。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重点要发

费增量是 800 万 t 左右，我们自己每年才产 1200 万 t。需求

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示范引导

增量主要有三块，一是饲料豆粕，二是食用豆油，三是食

作用，率先推广结构调整的技术模式。目前来看，市场信

用大豆。专家分析，今后五年到十年，这三块还是刚性增

号的引导作用和政策扶持的预期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今年

长的趋势，但是年均增量是下降的，不会像前几年增速那

玉米结构调整现在看已经有了良好的势头。据各地反映和

么快。

农业部农情调度，今年玉米主产省的玉米种植意向呈减少
的趋势，是近 13 年以来玉米面积首次减少。刚才叶主任也
讲了，过去 10 多年玉米面积增加了 2 亿多亩。过去是年年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要不要发展国内的大豆生产？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大豆原产地，种植历史悠久，而且消费文

现在有一个好的势头，玉米面积要调减。特别是玉米面积

化底蕴非常深厚，豆制品在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综合考

库存压力最大的黑龙江省，今年预计玉米面积减少 1500 万

虑大豆的食用特性、生态功能和种植替代性，我们认为应

亩左右。谢谢。

该保持大豆生产的稳定，不能轻言放弃大豆，这应该成为
一个重要的战略选项。但是，大豆生产是个什么定位呢？

中国网：我继续问一个大豆的问题，近些年我国大豆

大豆生产发展的定位就是满足国内食用大豆的需求，同时

的进口量每年都在大幅增加，2015 年已经达到 8169 万 t，

构建用地养地结合的耕作制度。这不是追求大豆的自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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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也不是与进口大豆相抗衡，目的是形成国产大豆与进

了，尤其是规模化养殖废物处理这方面的规定越来越严，

口大豆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近期我们部里要下发

去年又出了“水十条”，所以养猪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关于促进大豆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主要的目标就是“一

但是，对于生猪养殖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扩大”、“三提高”，“一扩大”是指扩大大豆的种植面

保供给，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保供给和保环境的一个结合

积，主要来自于玉米面积调减下来的这一块；“三提高”：

点，既要保供给，也就是要吃上猪肉，又要不闻臭味，找

就是提高单产、提高品质、提高效益。大豆能不能种，核

这样一个平衡点。近几年因为禁养、限养，生猪的调减量

心还是在效益。在措施上主要采取五个方面：

比较大。据我们了解，有 10 个省份已经启动生猪禁养区的

一是调整优化布局，把“镰刀弯”地区非优势区的玉
米调下来，推行玉米和大豆轮作，构建合理轮作体系；

划定，或者正准备启动。禁养区内的生猪规模场拆除搬迁
的问题比较突出，这 10 个省影响了 2000 多万头的生猪出

二是推进科技创新，今年我们准备在东北、黄淮地区

栏量，有一个省万头以上的规模场在禁养区内就被拆除 27

选择一批县搞绿色高产高效的示范点，创建一批亩产 200kg

座，影响了 40 多万头的出栏量。所以说，禁养确实是给生

以上的高产示范典型。我们现在全国大豆平均亩产水平只

猪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也是我们下一轮发展中应该正

有 120kg；

视的问题，我们要在补短板方面下工夫，如果环保方面不

三是完善大豆的扶持政策，主要是目标价格政策；

达标，生猪规模养殖可以说寸步难行。这也是我们下一步

四是建立优质大豆保护区，重点保护大豆的种质资源，

政策需要发力的地方。猪不是要不要养的问题，而是要养

保护生产能力，保护生产主体；
五是还要科学引导健康消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鼓励居民合理食油、用油。广泛宣传大豆食品的营养功效

好的问题。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中国养猪饲养量占
世界的 50%，这么一种主要的食品，对治国理政和人民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不可能不养，关键是要养好的问题。

和保健功能，扩大国内优质大豆消费市场。谢谢
农民日报：我想请问马司长一个问题，目前猪粮比处
人民日报：我想问一个关于生猪养殖的问题，也是让

于 9：1 的高位，超过了国家的预警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大家比较困惑的。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绿色协调的发展理念，

根据我们的监测预警系统和对市场的观察，您对后期猪肉

很多省份也都出台了生猪禁养的措施，包括农业部也出台

市场价格的走势有什么样的预期？另外，国家是否准备采

了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的意见；另一方面，我

取措施来调控目前的猪肉价格？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每三

们又要保障供给，现在猪肉价格上涨和前一阶段的调整是

到五年都会有一个猪周期的出现，猪肉价格的过高过快上

不是有关系，大家都很困惑。下一步我们的生猪到底该养

涨或者过低的下行，其实对广大养殖户和消费者都是有很

还是不养，应该怎么生产，怎么健康发展？

大影响的，我们是否有切实的措施，可以尽量去控制猪肉

叶贞琴：这个问题请我们畜牧业司马有祥司长回答。
马有祥：各位记者，大家上午好。借此机会，感谢大

价格大幅度的波动？谢谢。
马有祥：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希望对猪价变化有一个稳

家长期以来对畜牧业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关于这个问题，

定的预期，价格在一定合理范围内波动。我们经常讲猪周期，

我想作这么一个回答。当前来说，生猪养殖的环保压力确

猪周期是正常的，是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对价格作出的不同

实是越来越大。农牧结合、种养循环是传统农业的一大优

反应。回顾十多年来，生猪养殖经过了几个周期，大体上

势。原来养猪为了肥田，农牧结合得非常紧密。现在为什

每一次波动都有它的相同点，也有它的不同点。相同点，

么养猪污染的问题突出了呢？它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原

直接原因都是因为供给的减少，就是生猪养殖量下降了，

来农民既种地又养猪，现在相当一部分规模猪场就管养猪，

供不足需了。第二个相同点是，在价格高峰的时候或者最

种地的就管种地，所以经营主体分离了，污染的问题就来

景气的时候，价格会冲得很高。大多数年份春节以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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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所下降，但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07 年，2011 年，

新华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启动实施种植业

还有今年，都是价格最景气的年份，价格在春节以后没有

结构调整规划，请问现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此轮

出现下跌，出现了反常的现象。几个周期不同的地方，我

结构调整与上几轮的结构调整有哪些不同？谢谢。

们分析，引起价格变化或者产能调整的原因是不同的。上

潘文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

两个周期，主要是猪周期加上疫病的影响。如果大家还有

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

印象，一个是蓝耳病，一个是仔猪腹泻，本来猪周期在发

足并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像记者刚才说的，启动

挥作用，再加上疫病的影响，双碰头了，造成生猪产能的

实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这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顺

迅速调减。这一轮的特点跟原来不一样，虽然也有猪周期，

应农业发展新要求和满足消费升级新变化的主动作为和顺

但是赶上的是禁养，所以加大了产能下调的深度。关于猪价，

势而为。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农业部正在组织编制《全

去年 3 月份进入一个上升通道，9 月到 11 月中旬期间有一

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这个规划期是 2016-2020 年，

个小幅下行，之后又恢复上行通道，一直到现在，尤其春

拟于近期下发。这个规划总的思路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节以后涨幅较快。刚才这位记者问到，后期的走势怎么样，

科技为引领、生态保护优先，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

会不会继续冲高或者暴涨？我们分析，猪价维持高位应该

提升粮食产能，构建粮经饲统筹、农牧结合、种养加一体、

是今年的常态，但是暴涨可能性不大，不存在暴涨的基础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业发展格局。每次结构调整都有一个

和动力。第一，生猪产能在加快恢复。1、2 月份我们监测

目标，这一轮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做到“两

的种猪场二元母猪销量增加了近 60%，这预示着生产能力

保、三稳、两协调”，“两保”就是保口粮、保谷物；“三稳”

的扩大。3 月份第 4 周仔猪价格同比上涨了 102.3%，翻了

就是稳定棉花的自给率、稳定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稳定

一倍，仔猪价格的上涨也会带动补栏积极性的提高。还有

糖料的自给率；“两协调”就是蔬菜生产和需求协调发展，

一个最新数据，3 月份全国生猪存栏环比 0.9%，母猪存栏

饲草生产与畜牧养殖协调发展。回到刚才您提到的问题，

在连降近三年后出现企稳，环比持平。所以，从这三个指

这一轮结构调整和前几轮结构调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

标看，产能在较快恢复。第二，从养殖成本看，今年推高

顾一下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结构调整一共经历

养殖成本上升的因素，特别是饲料成本，跟以前不一样，

了四轮，第一轮结构调整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是家

这个因素弱化了。近期猪粮比价达到红色区域，很重要的

庭联产承包之后粮食连年增产，出现了相对过剩，但是棉

因素是玉米价格的下调。如果按去年玉米价格每 2.4 元 /kg

油糖、果菜茶等非粮食产品是短缺的，当时信号非常明确，

计算，现在的猪粮比也还处于绿色区间。饲料在养殖成本

压粮扩经。第二轮结构调整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农业综

中占的比重比较高，有 60% ～ 70%。现在的玉米价格降到

合生产能力普遍提高，1991 年出现了南方早籼稻为主的“卖

2 元左右，上涨可能性不大，所以饲料成本推动猪价上涨的

粮难”的现象，但是优质农产品价格高、销路好，这轮结

因素基本不存在。第三，从疫病来看，比较稳定，没有大

构调整的重点就是发展“三高”农业，高产、优质、高效。

的疫情。疫病对养殖业的影响非常大，疫情稳定了，也是

第三轮结构调整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粮食产量创造历史

稳定市场供给的重要基础。第四，从需求来说，没有大的

新高之后，1998 年达到了 10246 亿斤，粮食产量有三年超

增长。因为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个宏观经济对消费拉动作

过了 1 万亿斤，“卖粮难”再次出现。国家实施的是战略

用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对猪肉也有影响，所以需求上没有

性结构调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的面积大幅度调减。

大的变化，也不会大幅拉动猪价上涨。最后，猪肉的替代

1998 ～ 2003 年，这五年粮食面积减了 2.2 亿亩，这是新中

产品价格是下行的，禽肉价格基本稳定，牛羊肉和鸡蛋、

国成立以来粮食面积减幅最大的一次，也是影响最深的一

牛奶的价格都是下降的。从以上五个因素看，今年猪价进

次。再说说第四轮，就是这一轮结构调整。粮食实现“十二

一步暴涨没有基础和动力。

连增”后，粮食供求关系改善，目前粮食总量问题不大，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25

政策要闻

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从三大主粮看，稻谷是平衡有余，

马有祥：2011 年开始，我国猪肉进口量增幅很大，但

小麦是基本平衡，玉米是阶段性的供大于求，因此，这一

绝对量不大，去年冻猪肉进口不到 80 万 t，加上猪杂碎 80

轮结构调整的重点，在品质上，在稳定稻谷、小麦口粮品

多万 t，加起来 160 万 t 左右。我国猪肉产量 5487 万 t，进

种面积的同时，重点是优化稻谷和小麦的品质结构，来满

口比例较低。关于猪肉进口的问题，我们有三个判断，一

足市场的需求；在数量上，重点是调减非优势区的玉米面积。

是大量进口不必要，中国人吃肉没必要靠外国，因为我们

谢谢。

已经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从 2010 年开始，我国猪肉产量一
直在 5000 万 t 以上，改革开放初国内猪肉产量是 1000 万 t

农资导报：现在正值春耕大忙时节，很多农民都在徘

左右，现在是 5487 万 t，上了 4 个千万 t 台阶，我们有比

徊不知道种什么，前几天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出台了，请问

较充足的生产能力，也有非常灵活的市场发展机制。这几

玉米的目标价格政策在什么时候出台？价格范围会处在什

年尽管有猪周期，但也正好说明我们的生产能力是足够的，

么区间呢？谢谢。

如果供不应求，就没有猪周期了。二是大量进口不合适。

潘文博：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农民关心，社会关切。

生猪产业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近 4000 万户的

在 3 月 28 日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已经会同农业部、财政部、

养猪户，加上上游饲料工业，下游的屠宰、运销产业，产

农业发展银行、粮食局等多个部门召开了一个新闻通气会，

业链长，就业人口多，大量的进口替代国内猪肉是不合适

在这个新闻通气会上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今年玉米收储制度

的。三是大量进口也是不可行的。现在世界猪肉贸易量 700

的改革内容。这次改革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 2016 年在

万 t 左右，日本、韩国、墨西哥等稳定依赖进口的国家，每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

年进口量 400 多万 t，剩余的可进口的猪肉不超过 300 万 t，

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

如果中国猪肉出现大的缺口，进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目

是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生产

前国内外猪肉存在比较大的价差，这是养殖成本不同造成

与需求，生产者随行就市出售玉米，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入

的。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国内生猪产业提

市收购，这是第一层意思，就是市场化收购。“加补贴”

质增效，增强竞争力，稳定生产和市场。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对东北三
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保持优势产区

叶贞琴：考虑到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来的
有些是境外媒体，请境外媒体的朋友们提个问题。

的玉米种植收益基本稳定。目前，农业部正在会同发改委、
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好这项改革措施，保护好农
民利益，保障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谢谢。

路透社：美国和南美都非常担心中国大豆面积的扩大
会不会减少进口？另外，刚才也谈到出台大豆发展的意见，
中国大豆的生产，到 2020 年会增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谢谢。

央视财经频道：对于生猪价格，我有三个问题。第一，

潘文博：我们大豆生产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满足国

在这次的猪肉价格上涨之后，全国猪肉的总销量，也就是

内食用大豆的消费需求，油用消费基本是靠进口来弥补。

近几个月的销量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动趋势，具体的数据是

在今后一段时期，发展大豆生产的目标就是在扩大一部分

多少？第二，生猪价格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大幅上涨，之前

种植面积的同时，重点在提高单产、提高品质、提高效益

没有此类大幅上涨的原因是什么？第三，2015 年的 1 月到

上下功夫。发展大豆生产，主要是结合这一轮种植业结构

10 月，中国的进口猪肉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30%，而且进

调整，把非优势区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下来改种大豆，而

口的平均价是 12.3 元 /kg，相比同期国内 22.8 元的均价，

且这些区域过去也是大豆的传统产区。谢谢。

在巨大的成本差异面前，我国的国产猪肉是否会在售价上
有所变化？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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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贞琴：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
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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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华曦牧业集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情况介绍
——禽业分会赴昆明华曦牧业集团实地调研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宫桂芬

高原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带领吕淑艳、高海军在云南省家禽业协会秘书长林钟毅的
陪同下，来到昆明华曦牧业集团进行实地调研，集团董事
长马迅向我们介绍了集团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划。

一、何为“华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华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以养鸡产业为基本

昆明华曦牧业集团创建于 1992 年，她利用 24 年的时

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

间打造云南高原蛋鸡产业生态系统，建立了完善的无公害、

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

绿色、有机禽蛋生产技术管理体系，从基地建设、种植、

使养鸡生产，鸡屠宰加工、鸡蛋加工、饲料加工、鸡粪有

养殖、加工、物流配送各个环节进行产业链价值整合，形

机肥加工等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休闲以及其他服务

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公司生产、加工、销售每个环节始终

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得鸡产业链上一二三产业之间紧

坚持“消费者的健康线就是华曦的生命线”的食品安全原则，

密相连、协同发展，最终实现鸡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

华曦生态鸡蛋从土地到餐桌的所有环节由公司直接或间接

展和农民增加收入。

管理控制，华曦的每一枚鸡蛋通过减量化、资源化、再利

以鸡产业养殖生产为基本依托，推进农村鸡产业链上

用的清洁生产体系，保障了生态、安全、健康、好吃的品牌，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农民分享三次产业“融合”

华曦鸡产业全产业链保障从土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

中带来的红利，有利于吸引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
业现代化，有利于拓展农业功能培育农村新的增长点，有
利于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新农村建设。

二、做强做大农业的典型案例
（一）华曦农副产品加工
2003 年，华曦公司启动了加工基地建设。公司在总部
76 亩食品加工基地上，先后建立了年屠宰 500 万只鸡宰鸡
厂、6000t 鸡肉熟食加工厂、5000t 蛋制品加工厂、10 万 t
饲料厂、万 t 冷库及加工车间（建设中）。在养殖基地上，
公司建设配套的饲料厂、有机肥加工厂。通过加工基地建设，
活鸡、鲜蛋价格大幅波动时，就适时调节，既保护养殖户

从土地到餐桌的无缝产业链对接
公司蛋品生态特色居中国第一，蛋鸡综合规模居中国

利益，又提高附加值。即起到水库调节作用，让公司产品
相对全年稳定。

前四位，云南省首位。先后取得 52 项无公害、绿色、有机

（二）华曦市场建设及电子商务

和质量、食品安全、专利、中国驰名商标等知识产权，并

华曦集团通过 10 余年的产学研建设、品牌建设，华曦

建有 1 个杨宁专家工作站、1 个云南鸡产业联盟、1 个云南

集团形成了以中国蛋鸡首席科学家杨宁专家工作站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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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曦集团养殖、加工、包装、餐饮等环节，直接提供
就业岗位 500 余个，年为农民工直接提供 1000 余万元工资
收入。
（二）收购农户玉米
华曦集团年存栏 150 万只蛋鸡，年收购农户玉米 5 万 t，
带动农户实现玉米种植产值 1.1 亿元。
（三）建设园区扶持农户养鸡
标准化养殖园区是华曦集团在“公司 + 农户”探索、
发展中逐步创新发展形成的一种新模式。华曦集团 2007 年

华曦红河种鸡场

1 月开始在昆明小哨建设蛋鸡标准化养殖园区，2010 年小

的技术支撑团队，形成了以云南省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哨标准化养殖园区成为农业部蛋鸡标准化示范场；2009 年

盟为代表的产业化体系，公司建立产品展示平台、信息流、

开始建设昭通昭阳区布嘎 525 亩养殖园区，2012 年布嘎养

订购、销售及物流大平台，利用华曦集团的总部经济基地

殖园区成为农业部蛋鸡标准化示范场。

优势，产生真正的“总部经济”效应，把市场做到省外、
东南亚、南亚、中东国家。

华曦标准化养殖园区采用“五统一保”的模式，由龙
头企业通过良种带着农民去研究技术、建立品牌闯市场，

为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村发展，以市场品牌为龙头

利用龙头企业的流通网络、信息网络引领农民低风险发展

促进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华曦集团 2013 年开始建

农业产业化。该模式一方面实现无空白区的监控保障食品

设云南名优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安全促进农牧产品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化、标准

目前，公司建立华曦电商网电子商务平台及网上商城。

化促进农户多渠道增收。该模式以“政府引导、金融支持、

华曦集团电子商务平台重点打造高原生态、遵循自然、健

公司担保、农户参与、滚动发展”为工作方针，以“五统一保”

康阳光、产地直供、冷链配送的产品理念和品牌，建立了

为发展模式，即：统一规划建设，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处

集农产品信息采集发布、采购销售、结算配送、客服售后

理废弃物，统一安全检测，统一回收鸡蛋和鸡，每只蛋鸡

为一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平台功能有会员注册区、

统一保底 5 元的利润。农户可以只投资，也可以既投资又

生态禽肉、高原牛肉、有机蛋品、松风竹韵茶、粮油副食、

参加养殖、管理。

卤品熟食、高原蔬菜产品专区，配套有产品限时特卖、新

1、统一规划建设。

品上架、热卖商品、垚然动态发布区。配合网上商城，公

蛋鸡标准化养殖园区由龙头企业统一规划，并标准化

司在昆明高新区海屯路建立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展示中心，
在昆明城区开设 30 家实体专卖店，省内开设 20 家批发中
心，在省内外共建立 4000 多个销售网点，完成征集遴选 30
家云南名优农产品企业入驻商城，首批 50 余种云南高原特
色农产品线上线下闪亮登场，店内远程同展风采，为平台
运营提供充足产品供应。

三、完善产业链与龙头企业利益联接机制
华曦集团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有直接提供就业岗位、收
购农户玉米、扶持农户养鸡、扶持批发中心建设、庄园建设。
（一）直接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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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导农户投资建设，统一基础设施、鸡舍、鸡笼等硬

经过分级或加工后，产品由公司统一包装，统一标准（无

件条件。养殖园区由龙头企业管理团队负责管理和保安 24

公害、绿色等）统一品牌化营销，从而增加附加值。

小时值班，未经龙头企业同意，任何原材物料不能运进养

6、每只蛋鸡 1 个周期统一提供 5 元保底利润。

殖园区，任何鸡蛋产品未经龙头企业允许也不能运出养殖

龙头企业确保一个养殖周期每只蛋鸡最低保底利润

园区。园区农户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自有资金，另一部分

5 元， 超 出 保 底 部 份 园 区 农 户 提 取 70%， 龙 头 企 业 提 取

来源于政府的产业扶贫资金和龙头企业担保或协调担保公

30%，以模式化园区带动养殖户发展和更多的农民工就业。

司担保、农户向银行贷款。平均一只蛋鸡需要投资 100 元

通过产业扶贫，扶持的农民可以有三个收入：一是出

左右，龙头企业垫支 50 元左右，农户自有资金和政府产业

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收入；二是在园区养殖、管理的工资

扶持资金、担保贷款 50 元左右。

收入；三是投资分红收入。每家农户投资 1 千只蛋鸡，每

2、统一技术服务。

年可增收 0.5 万元以上。夫妻二人进入园区养鸡，每年可领

龙头企业选出优良鸡苗按统一标准供应给养殖园区农

取工资收入约 5 万元。

户，统一种植或定向收购玉米并加工成饲料供应给养殖园
区农户养鸡；统一饲养技术标准，并为园区农户提供药品、

（四）建设县级批发中心，形成市场联盟、产品联盟、
产业联盟和谐发展

疫苗和技术培训、全程专业化技术服务。

为实现基地农产品直接到消费者，增加农户收入，为

3、统一处理废弃物。

消费者节约成本，公司在云南省和贵州省的县级城市建设

养殖园区由龙头企业统一标准处理鸡粪尿等废弃物，

县级批发中心。市场联盟以搭建大的市场、品牌平台为目标，

即：统一收集鸡粪进行发酵处理生产有机肥，种植绿色、

在省会城市建立展示中心和批发中心，在县级城市建立批

有机玉米、高档花卉、有机水果；部分鸡粪与污水统一处

发、采购中心，实现企业、种养殖户共同抱团、出海开拓

理生产沼气，沼气作养殖园区保暖热源和进一步发电作为

省内外和国内外两个大市场。产品联盟可解决州、县级的

养殖园区生产、生活补充用电；沼液、净化污水种植牧草、

中小加工企业的优质农特产品的规模和销路的问题，帮助

蔬菜、水果等；沼渣生产有机肥。

中小型加工企业依托联盟走向省级市场和省外、国外市场。

4、统一安全检测。

产业联盟可以行业领头羊为主导，从种植、养殖、加工、

养殖园区生产的鸡蛋、鸡由龙头企业通过统一组织、

物流配送各个环节进行产业链价值整合，并调节链上各个

统一检验检测、确保产品的质量安全。

环节相对平衡、有利、共发展。

5、统一回收鸡蛋和鸡进行品牌化销售。
龙头企业按合同统一收购园区农户鸡蛋、淘汰蛋鸡，

（五）建设华曦庄园，以鸡产业为核心，实现多元发
展
为建设一个华曦鸡产业的展示窗口，公司于 2012 年建
设华曦庄园。华曦庄园位于滇中产业新区大板桥小哨矣纳，
面积 1484 亩，距离长水国际机场 10 余公里，东到八家村
水库，西到新矣公路，北至矣纳村未出租荒山，南至肉牛
中心铁丝网草场。庄园交通便利，对滇中城市群优质鸡蛋
供应有积极的保障作用。
华曦庄园的发展定位是：以农副产品为核心，形成面
向全国和东亚、中亚、南亚的仓储、物流、加工、展览展
示展销、会议、餐饮、养老、各龙头企业驻昆办事处等为
一体的农业总部生态示范区和农牧产品采购中心、信息中

高原特色农产品展示中心

心、物流中心、展销中心，辐射带动 1000 万只蛋鸡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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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家农牧企业产品联盟。

供给社会消费者，情况严重下可能产生社会负反应。

华曦庄园目前建成鸡舍 44 幢，可存栏蛋鸡 60 万只至

为解决农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国共产党十八届

80 万只，建成了鸡蛋粗加工车间、饲料加工车间、有机肥

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加工车间、培训中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华曦下一步的发展是以华曦庄园建设为支撑和引领，

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云南省

整合城市 + 线上 + 线下 + 农村的资源及需求，以鸡、鸡蛋、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

茶为主导，以华曦出品或荣誉出品产品为主，以产业联盟、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

产品联盟、市场联盟产品为辅，实现柴、米、油、盐、酱、
醋、茶、菜等厨房用品的优质、低价大批发、大销售。

2014 年，其他省市开展了大量的“三权三证”确权登
记颁证抵押信贷，云南省也作了一些试点探索，为农牧企
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由于云南省“三

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华曦集团目前有种植、养殖基地 13 个 1 万余亩。种植
基地为贵州兴义茶基地，面积 4600 亩。养殖基地为昆明小
哨 1484 亩、昆明大板桥上李其 46 亩、昆明长水张家坡 716 亩、

权三证”确权登记颁证抵押信贷整体铺开和具体配套政策
速度较慢，绝大部分的三农大中小微企业融资依然艰难，
生存发展形势更趋严峻。
为充分利用国家和云南省的政策导向，从根本上改善

昆明寻甸 1344 亩、昭通昭阳区布嘎 525 亩、昭通鲁甸桃源

三农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建议进一步加快云南

岔冲 119 亩、昭通大关翠华 100 亩、红河弥勒县朋普 300 亩、

省农村“三权三证”确权登记颁证抵押信贷进度。

文山砚山平远 612 亩、贵州威宁草海 1843 亩，蛋鸡养殖规
模为 30 万只到 150 万只。
2014 年华曦集团实现产值 7.89 亿元 , 2015 年预计华曦
集团可实现产值 10 亿元。 公司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做

1、加快云南农村土地（特别是三农大中小微企业租用
集体荒山、荒坡、土地等用地）的确权登记颁证抵押信贷
工作进度。
2、出台云南省农村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民宅基

好国内和中东、东南亚二个大市场，以产业联盟、产品联盟、

地使用权证、农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产证抵押融

市场联盟三个大平台为切入点，积极开展上市工作，计划

资贷款的配套具体政策。

一年左右上新三板，二至三年后转主板。

若能加快国家、省里的有利政策落实，将会让三农及
三农企业在新常态下有新气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化

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和建议

发展提质增效。

农牧企业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有积极作用。
农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农牧业的平均
毛利为 20% 左右，融资成本耗费了大部分利润，企业利润
积累缓慢，发展后劲严重不足。2014 年以来，由于银行及
担保公司政策变化，90% 以上的担保公司不符合银行的担
保条件或不愿做业务退出担保，不开展担保业务，很多农
牧企业得不到担保贷款，不能维持经营退出了农牧产业。
得到贷款的企业，由于融资难，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年平
均融资成本高达 20%（各种费率相加）。2016 年，三农大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形势更趋严峻。若融资环境
得不到及时改善，将会影响到安全优质农牧产品稳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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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业分会赴海南参加肉鸽大会
及调研黄羽肉鸡生产情况

2016 年 3 月 17-20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宫桂芬、

广东省家禽业协会肖智远名誉会长；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

禽业分会主管高海军一行前往海南，参加了第四届中国肉

所戴有理副所长；以及广东省肉鸽行业协会陈益填会长等

鸽学术交流会；会议之余，对当地黄羽肉鸡行业发展进行

领导嘉宾先后致辞并作了重要讲话。

了一些调研，实地参观考察了两家企业；同时，本次海南

本届学术交流会以“倡导肉鸽健康养殖，引领行业创

之行还落实了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五届（2016）中国

新发展”为主题，邀请国内肉鸽及相关行业知名专家、学者、

黄羽肉鸡行业发展大会的有关事宜。

企业家等，共进行了学术报告、专题报告和企业交流报告
15 场；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57 篇 , 其中，评选了优秀论

1. 参加第四届中国肉鸽学术交流会
3 月 18 日，第四届中国肉鸽学术交流会在海南文昌隆

文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奖 16 篇，并在开幕式
上颁发了获奖证书。

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主办，海南、
广东、上海、江苏、安徽、广西等六省的肉鸽行业协会共

2. 调研黄羽肉鸡生产情况

同承办，实际参会人数达到空前的 400 余人。大会开幕式上，

2.1 文昌鸡生产概况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禽业分会秘书长宫桂芬；海南

文昌鸡是海南黄羽肉鸡养殖的主要品种，其生产量能

文昌市畜牧局陈吉夫局长；海南省肉鸽行业协会郑勇会长；

占全省各类型黄羽肉鸡生产总量的 93% 以上。作为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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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支柱产业，文昌鸡在近年来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扶

鸽户 42 家，肉鸽量存栏量 40 万只。

持：2013 年，海南省文昌鸡总出栏量约 4350 万只左右，到

2.2 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2015 年则达到了 7512 万只，规模养殖户达到 7681 户。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在全国 23 个

文昌市是海南省禽类发展大市，特别是作为文昌鸡的

省（市、自治区）建成了 170 多家一体化公司，其肉猪和

发源地和主产区，近年来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并取得了非

肉鸡养殖量均为全国首位。作为众多分公司中的一份子，

常高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创收。2015 年，文昌

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与其它分公司比起来规模可能并不

市文昌鸡全年饲养量约 6000 多万只，产值达到 19.8 个亿，

算太大，但依然是当地养殖“巨头”，其主要种猪和种鸡

占整个文昌农业总产值的 25%。目前，文昌种鸡规模场有

生产基地建立在海南省的琼海市和儋州市，现可年出栏肉

78 家，存栏种鸡 99 万套，年产文昌鸡鸡苗 1.5 亿只，为全

猪总量 28 万头，年产商品代雏鸡 1500 万只，即将竣工的

省及省外、特别是广东的广大养殖户提供了优质的鸡苗，

二期鸡场年产商品代雏鸡量预计 2000 万只，这样，海南温

2015 年，由文昌销往广东的文昌鸡达到 1200 万只。

氏禽畜有限公司商品代雏鸡年产总量很快将达到 3500 万只

此外，文昌的养鸽业发展也蒸蒸日上，目前文昌有养

左右。
我们此次实地调研，重点参观了公司位于琼海的两个
养殖基地：琼海温氏塔洋种猪场和琼海温氏中原种鸡场。
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振健全程接待了我们。
2.2.1 琼海温氏塔洋种猪场
琼海温氏塔洋种猪场共建猪舍 32 栋，生产模式上依然
继承了“公司 + 农户”的传统方式，公司自制猪种，向合
作农户供应猪苗，年可出栏肉猪 8 万头左右。据该场李场
长介绍，该场猪苗放给农户后，由农户养至 150 天左右，
公司再进行回收和销售，出栏肉猪的平均体重约为 230 斤
左右，2015 年肉猪养殖利润较好，每出栏一头肉猪，公司

在琼海温氏中原种鸡场调研

可盈利 300 元 / 头左右，农户盈利 150 元 / 头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肉猪出栏后，公司所获得的养殖利润
多少，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农户获得的利润则是相对
固定的，是公司一开始放苗时就已经与农户约定好的，也
就是说，即便是遇到市场行情低迷致使养猪亏损，这个损
失也由公司承担，农户的养殖收益依然是稳定的，不受市
场好坏影响。该模式同样广泛应用于公司的肉鸡养殖板块。
在“公司 + 农户”生产模式下，为保证出栏畜禽产品
的质量安全，公司规定，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员须 5
天内上门一次，对农户的养鸡相关情况进行检查，如公司
发现农户有外购兽药等违约行为，则将解除合同不再合作。

在琼海温氏中原种鸡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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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市，公司会在 140 天时进行检测，检测范围为每一栏
猪抽检 10% 左右，只有药残水平达到了国家要求的标准才
上市销售。
2.2.2 琼海温氏中原种鸡场
在琼海温氏中原种鸡场调研期间，我们参观了从种鸡
生产到雏鸡育成的全过程，尽管从全国来看，拥有“种鸡
养殖——种蛋孵化——雏鸡育成”这样一条生产线的场子
并不少见，但在琼海还是首家。
琼海温氏中原种鸡场建厂至今已有 3 年，建有鸡舍 36
栋，所饲养的黄羽肉鸡主要有文昌鸡、乌鸡、白凤鸡、黄 3、
大土 2 号等 5 个品种，其中又以文昌鸡养殖为主。该场年
产商品代雏鸡总量约 1500 万只左右，其中文昌鸡的产量可

在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公司调研

占 75% 以上。
公司所生产的商品代雏鸡，同样全部发给合作农户来
养殖，达到出栏日龄再进行回收和销售。以文昌鸡为例，

此问题：同样品种的桔子，种在华南味甜，种在华北则味酸。

雏鸡在发给农户之前，先由公司育雏至 22 天左右，然后再

同时，根据肉鸡的生长发育规律，吴素琴教授提出了简练

发给农户养至 105 天即可出栏，出栏体重约 1.6 ～ 1.65kg

又实用的“拐点选择法”，为国内肉鸡育种提供了很好的

左右。由于雏鸡自用量还存在很大缺口，因此公司正在筹

借鉴。

建第二期黄羽肉鸡种鸡场（预计年产鸡雏量 2000 万只），
目前已处于基建阶段。
2.3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公司

3. 第五届 (2016) 中国黄羽肉鸡行业发展大
会即将召开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昌鸡产品研

就下半年将要召开的“第五届 (2016) 中国黄羽肉鸡行

发、种鸡育种、规模饲养、自主营销、深加工为一体的文

业发展大会”，我们经过前期沟通和实地考察，并会同国

昌鸡专业产销企业，我们重点参观了位于文昌市抱罗镇的

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文杰、海南温氏禽畜有限

文昌鸡育种基地，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82 岁的国内知名

公司总经理梁振健、海南 ( 潭牛 ) 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肉鸡育种专家吴素琴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由她精心

长于吉英等人进行了座谈，基本确定了以下事宜：

培育的文昌鸡系列品系及相关成果。

本次会议的基本组织框架为：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

同时，吴素琴教授向我们传达了她长期以来总结出来

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和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联合承

的很多育种经验和独到见解。比如她指出，国内现在的肉

办，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和海南 ( 潭牛 ) 文昌鸡股份有限

鸡育种方向存在着一定误区，实际上育种测定没必要过于

公司联合特别赞助。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27 ～ 28

繁琐，只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让相应的基因（即育种希

日（26 日报到），地点在海南省文昌市维嘉国际大酒店。

望选择的基因）得到表达就可以了，即：环境是基因是否

同时，我们还就会议的主题、会议形式、研讨内容等方面

能得以表达的关键因素！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饲料配方、

与专家和特别赞助企业进行了探讨。

场舍构建、室内环境等等。她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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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
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2016 年 3 月 18 日，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伟嘉集团

得到了世界家禽学会中国分会、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独家冠名的“2016 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

协会、中国烹饪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蛋品加工销

动在第四届农业嘉年华上正式启动。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

售行业协会、京津冀蛋鸡产业协同发展联盟、蛋鸡产业战

书长刘瑞女士，北京市农委产业发展处处长任志刚先生；
《中

略合作联盟、全国各省畜牧兽医总站、畜牧协会、中国人

国畜牧兽医报》总编刘波先生，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

主任吕淑艳女士，中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张大海先生，《中

银行、大连商品交易所、嘉农在线、嘉华合作社在内的 30

国食品报》主任粘新先生，伟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廖峰先

多家单位支持。同时得到了畜牧人、农博网、e 搜易购网、

生，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学先生，北京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中国动物保健、

东方牧人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畜牧大集网总编

中国养殖网、博亚和讯、中国农村科技、赛尔资讯、中国

胡文辉先生等行业领导、冠名单位、赞助单位、承办单位、

畜牧业、新饲料杂志社、农产品市场周刊、央视网、双仕达、

规模蛋鸡养殖场代表出席了启动仪式并致辞讲话。

中国饲料杂志等 20 多家媒体的现场支持。

为提升中国蛋鸡养殖业在公众和行业中的积极正向品

“2016 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动旨在

牌形象，推进中国蛋鸡养殖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

“快乐养鸡 健康人类，发现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寻找中

智能化、可追溯化发展，倡导蛋鸡生产者健康、安全、高效、

国最具价值鸡蛋品牌”。该活动将在 6 个活动区域（大华北、

快乐养殖，促进中国蛋鸡养殖业转型升级，中国畜牧业协

大华东、大华中、大东北、大华南、大西南）进行，根据

会特发起“2016 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动。

鸡场生产水平、鸡场建设、养殖管理、品牌影响力、现场

本次活动由畜牧大集网、蛋鸡产业网、中国畜牧业信

人气等综合指数最终选出 50 家鸡场。组委会将于 2016 年 9

息网、中国禽业网承办，由伟嘉集团独家冠名，齐鲁动物

月 5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世界家禽大会期间举行

保健品有限公司和海尔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协办，

2016 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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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畜牧业协会鹿业分会会长办公会
在长春双阳召开
2016 年 3 月 25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鹿业分会会长办公
会在位于长春双阳的吉林东鳌鹿业集团有限公司御龙温泉
度假村召开。

广泛交流。
2、会议决定第五届中国梅花鹿、马鹿鹿王大赛、第五
届中国鹿文化节将于 8 月 18 日在辽宁西丰举行。

鹿业分会各（副）会长、（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品

3、各专家委员会通报了委员会 2016 年工作任务，每

种养殖专家委员会、市场产品专家委员会、高新技术专家

个专家委员会力争为行业做出 1 ～ 2 项重要工作，推动行

委员会、行业标准专家委员会、鹿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业在各专业领域的发展。

共 20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鹿业分会会长杨福合主持。
本次会议就鹿业分会 2016 年工作计划进行审议，并就
重点工作进行深入探讨和具体落实。
会议重点落实的事项主要有：
1、第七届中国鹿业发展大会将于 7 月 5 ～ 6 日在吉林
长春召开，主题确定为“鹿产业与小康社会”，重点针对
提高养殖水平、扩大养殖规模、提升经济效益和加大科研

4、重点讨论和推进鹿的品种登记、普查与追溯体系的
建立，建立健全鹿产业的行业规范与标准；
5、邀请行业内外参加 5 月 18 日在辽宁沈阳召开的中
国畜牧业博览会。
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达成共识，推动 2016 年鹿业行业
工作的顺利开展。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力度等方面进行研讨，并就鹿产业如何对接精准扶贫进行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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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 (2016) 中国毛兔产业种业发展大会
在嵊州举行
□中国农村网

曾诗淇

3 月 18 日至 3 月 20 日，首届 (2016) 中国毛兔产业种

毛比赛及推介、毛兔产业种业发展高层论坛、良种兔拍卖

业发展大会在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举行，来自全国 17 个省

及参观浙江白中王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白中王长毛兔良种

( 市、自治区 ) 的 500 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业内专家、企业、

场、白中王兔毛纺纱厂等活动。

养殖户参加了会议。

据介绍，嵊州是全国长毛兔产业起源地之一、长毛兔

据悉，本次大会由中国畜牧业协会、国家兔产业技术

生产示范县 ( 市 )，长毛兔的良种化率达到 100%，良种供

体系、浙江省畜牧兽医局、绍兴市农业局及嵊州市人民政

应占全国的 50%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以嵊州为主培育的

府主办，主要包括长毛兔良种展示、兔产品展览、电动剪

“浙系长毛兔”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
毛兔品种，也是浙江省解放以来第一个畜禽培育品种，品
质和产毛量、绒毛率、种兔主要生产性能均居全国乃至世
界领先水平。目前，全市共有 3 万多户农民饲养长毛兔，
饲养量达 60 万只，年繁育仔兔 50 多万只，生产优质兔毛
兔绒在 800t 左右，年产值超过 2.5 亿元，建立了以原种繁
育中心、规模养殖场、良种户为一体的良种繁育体系，拥
有全国最大的长毛兔良种群体及 3 个省级畜牧生态养殖示
范小区，形成了长毛兔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同
时，注册了嵊州“白中王”长毛兔和“白浪”牌兔毛商标，
在业界有良好的品牌形象。长毛兔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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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检查确定，所有参赛选手所剪的兔子平整度和干净度
都符合标准。来自石璜镇三八种兔场的张紫卿以 4′51″ 的成
绩夺冠。她高兴地说：“在电动剪毛的过程中，兔子特别
安静和享受，没有一点惊恐，我们也感觉轻松省力。
据了解，由于我国大多地区饲养长毛兔还比较传统，
特别是采用新技术和采毛工具革新较慢，成为长毛兔产业
发展的一大瓶颈。近几年来，还受到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
抵制，严重影响了兔毛出口及制品的使用。
秦应和介绍，近两年来，我国长毛兔采毛技术与采毛
特色产业和农民的致富产业。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中国

工具得到很大的提高，推广电动剪毛器采毛，既成倍提高

农业大学首席科学家秦应和认为，长毛兔以生产兔毛为主，

了劳动效率，保证兔毛质量，而且减少兔子采毛过程中的

农民老少都可以饲养，兔毛运输便利，方便收购，有利于

痛苦和伤害，兔子的动物福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浙江白

带动农民致富创收。

中王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庆祥告诉记者，嵊州在全

作为浙江省特色优势畜牧业提升发展三年行动的选项
之一，长毛兔的经济产业优势在哪里 ? 浙江白中王绒业股

国最早推广电动剪毛技术，到去年，全市所有长毛兔养殖
场和兔农已全部采用电动剪毛技术。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博群告诉记者，长毛兔其实有着很长

“电动剪毛机成本低，易操作，效率高，剪毛时兔子

的产业链，从种兔到兔毛再到成衣，都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不会有任何损伤，尤其是腹部和乳头位置得到了较好的保

兔毛除了可以直接售卖以外，还可以加工成纱线、面料。

护。”全国劳动模范、崇仁镇养兔大户李政权给记者算了

近年来国内市场兔毛制品广受追捧，深加工的成衣制品也

一笔账，用电动剪毛机剪 25 ～ 30 只兔子需更换一次刀片，

是一大方向。“在国内，市场上主要是兔绒衫和针织外套

折算下来剪一只兔子的成本只需 1 元钱，而手工剪一只兔

的占有量比较大，国外还有很多兔毛制成的呢类大衣和毛

子的成本则需要 5 元，最重要的是，电动剪毛不留多余杂

毯织物等。”钱博群说，不同的兔毛制品对于兔毛的品质

毛，能一次性剪干净，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兔毛的质量，

要求不一样，像意大利生产的毛毯需要比较高档精细的兔

一级毛的数量也相应多一些，从而使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毛，而印度、尼泊尔等地的挂毯只需要下脚料就可以织造，
所以兔农剪下来的兔毛可以分类售卖，没有浪费。
长毛兔市场前景良好，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深加工技术

嵊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玲芳在会上表示，嵊州将以
此次大会为契机，不断增进与全国各地同行的交流，推进
长毛兔良种繁育、产业供销、技术培训等体系建设，促进

的成熟，补齐了国内市场销售不好的短板，逐渐改变了原

长毛兔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生产、个体化养殖，

毛卖到国外、成衣再流向国内销售的尴尬境地。“以前纯

进一步拉长长毛兔产业链，做大做强当地长毛兔产业。

靠出口，所以我们长毛兔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而起伏，
转型后我们自己进行产品加工。”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
会名誉会长唐良美说，随着消费升级，属于中高档消费产
品的兔绒制品在国内市场上也有着很大的潜力。
大会最有趣的一项活动是长毛兔电动剪毛比赛，共有
16 名选手参赛，由浙江白中王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五年
左右的成年兔。根据剪毛速度和质量来评定，每只兔剪毛
时间规定在 8 分钟内。最后有三名选手用时不到 6 分钟，
其余 13 名选手都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根据裁判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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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子王旗赛诺调研报告
□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

3 月 27 ～ 28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强德，羊

国肉羊生产效率提高。

业分会主任赵印、奥群牧业董事长陈华、农博力尔王骘钧

根据多年发展经验赛诺打造了一套“1+3 整体解决方

博士一行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子王旗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

案”，即通过优质种羊为核心，赛诺繁育科技体系、标准

有限公司进行考察，并与赛诺羊业董事长李俊龙、总经理

化养殖模式和赛诺先锋服务体系三大支撑，将养殖生产过

高强等负责人就企业发展和区域运营模式进行了研讨。

程系统化科技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达到生产效益、
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公司基本情况
内蒙古有着发展养羊业得天独厚的传统优势和资源优

3、牧民的带动与增收

势，拥有 13 亿亩草原，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25%，居全国五

在禁牧和肉羊市场走低的背景下，如何在不扩大养殖

大牧区之首，也是我国养羊业主产区。其饲养规模、羊肉

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和管理保证肉质和产量提升、养

的产量、羊肉的质量，在全国均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因

殖成本降低，才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与牧民的合

如此 1997 年，内蒙古赛诺草原羊业有限公司成立并致力于

作中以杜泊羊为父本、当地蒙古羊为母本进行杂交。蒙古

生态草原畜牧业的研究和开发、肉羊优良品种的选育和繁

羊耐严寒、耐粗饲、肉质醇厚，与杜泊羊进行杂交，杂交

育技术产业化推广。

杜蒙羊初重大、增重快、出栏早；耐粗饲、耐寒、采食和
抓膘能力强、抗风雪能力强，适合于半荒漠化草原饲养；

目前赛诺羊业拥有全国最大的种羊繁育基地，其中核

在出栏时每只杜蒙羔羊比市场价高 1 元 /kg，3 月龄杜蒙杂

心黑头杜泊种羊超过 6000 只，2015 年生产种羊 20000 只，

交羔羊比同龄蒙古羔羊体重提高 10kg 增收 200 元以上，提

胚胎 4 万枚，2016 年通过有 6 个胚胎移植中心，19 个种羊

升的养殖经济效益显著。更因杂交一代—“杜蒙肉羊”综

繁育合作社，具备有年产 12 万枚胚胎，5 万只种羊，30 万

合了父本、母本的优良基因，其肉质细嫩、口感绵香，营

支人工授精的能力，在四子王旗建立合作户约 1200 户，全

养丰富，成为羊肉佳品，在之前神十航天员返回家园的第

国约 1 万余户。在赛诺近 20 年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培养自

一顿美餐就是清炖杜蒙羊肉。如今赛诺公司生产的杜蒙羊

己了的专家团队，凭借国内外上百名行业专家和高学历人

肉已经通过有机认证，每年可为市场提供 30 万只杜蒙杂交

才组建的顾问团，突破了克隆、胚胎移植、人工授精、同

肉羊。

期发情等技术产业化应用，为肉羊优良品种的选育、扩繁
提供了技术保障。

2、公司发展模式
赛诺羊业的定位是将内蒙古肉羊产业转型升级，通过
改良肉羊品种提高羊肉品质和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降本增
效共同进行，依靠肉羊杂交生产模进行产业的升级与突围，
借助良种杂交生产模式，可以在保证肉质的前提下，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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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内蒙古锡盟调研报告
□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

进行羊业考察，期间主要对新丝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全产
业链可追溯体系建设发展情况、锡林郭勒牧区养殖户养羊
情况、锡林浩特大庄园有限公司进行了调研，并与锡林郭
勒盟行政公署副盟长乌力吉、锡林郭勒盟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副主任哈斯海日汗、新思路公司董事长马云峰董事陈
耀斌就锡盟羊产业发展和追溯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深入研
讨。
在内蒙古新丝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调研中，公司行政
部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了新丝路电子商务平台、大学生创
业园的发展现状，并对大学生创业者扶持政策、生活保障
3 月 28 ～ 30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强德，羊
业分会主任赵印、农博力尔王骘钧博士一行赴锡林郭勒盟

等问题进行交流。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锡林郭勒盟经信委哈主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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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林浩特大庄园肉业有限公司调研期间了解到目前大
庄园集团依托锡林郭勒优质天然的畜牧业资源，注资 20 亿
元建设全国规模最大的牛羊肉产业示范园项目，年屠宰量
可达 10 万头肉牛和 400 万只肉羊。通过该项目的引进，也
将加快锡盟地区建设国家绿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的
步伐，推动全盟的传统畜牧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现代畜牧业发展，更进一步的带动产业升级、拉动
地方就业和牧民增收。
之后一行前往了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音温都日嘎
查，走入牧区专业牧户家了解到 2015 年牧民养羊效益全面
下降，以该牧户为例：2015 年母羊存栏量 700 只，产羔量
约在 700 只，育肥出栏时体重约为 35kg，通过加入锡盟地
区的全产业链追溯体系，羊肉的销售价格比非追溯体系羊
高出 0.25 ～ 0.5 元 /kg，全年的销售额约在 35 万元左右，
除去全年羊饲草料的 20 万元成本与雇工的 4 万元成本，全
年养羊收益约为 10 万元左右。在肉羊市场行情下滑期间，
锡盟地区通过建立产业链追溯体系，在市场价格低迷期间
提升了牧民养殖效益，更重要的是该体系的建成可增强牧
民和屠宰企业合作的紧密程度，减少了流通环节中羊贩子
PPT 的形式向调研组详细介绍了锡林郭勒羊肉全产业链追

的存在，避免了羊贩打压肉羊价格，保障了牧民的效益。

溯体系，哈主任强调：锡林郭勒盟作为国家重要的绿色畜

实地调研结束后，刘强德副秘书长与锡林郭勒盟行政

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将立足于生态畜牧业，大力发展

公署副盟长乌力吉、锡林郭勒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绿色产业和特色经济，做好肉类产品的深加工和新产品开

任哈斯海日汗进行了座谈，刘强德副秘书长对锡盟全产业

发，使产品结构日趋丰富，推动锡林郭勒羊肉进军高端市

链追溯体系建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通过双方平台

场，实现优质优价。通过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物流配送、

共同促进锡盟地区牛羊业产业发展，协会在日常工作中将

销售五个环节信息，真正做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

会组织更多的行业推介会和产业链对接活动，也希望双方

责任可追究”，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随后公司行政

可以共同研讨切实有效增强锡盟羊肉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知

部负责人也对新丝路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了介绍。

名度。

汇报结束后，刘强德副秘书长对锡林郭勒羊肉可追溯
体系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公司的发
展寄予厚望。刘强德副秘书长表示 : 锡林郭勒羊肉全产业链
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工作对锡林郭勒盟开展生态农牧业的标
准化、信息化有重要意义，切实把追溯体系的作用体现出来，
完善系统平台功能，真正建立起从牧户养殖、企业收购到
产品加工的保障体系，提高锡盟畜牧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同时利用自媒体平台加大对全产业链可追溯体系的宣传推
广力度，扩大锡林郭勒羊肉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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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协会猪场管理巡回培训
河南站成功开班
□中国畜牧业协会培训部

2016 年 3 月 28 ～ 30 日，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河

分别为配种专题、妊娠专题、产房管理三部分；师资力量

南雄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

是邀请了丹麦和国内具有丰富猪场工作经验的养猪技术顾

公司、江阴市顺成空气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赞助的“中国畜

问及资深培训师，以确保培训能够有基础、有深度、有重点，

牧业协会猪场管理巡回培训（河南站）- 配种管理”专题培

为我们会员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高永革处长介绍了河南省

训在河南郑州金质大酒店举行。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助

畜牧业情况及生猪养殖优势。许锐董事长对前来学习的学

理于洁、河南省畜牧局畜牧处高永革处长、中国畜牧业协

员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会猪业分会主任张广安、中国畜牧业协会培训部主任张晓

首先，来自雄峰企业猪场管家中心的任成业老师为学

峰、河南雄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锐、北京英惠尔生物

员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授课，课题为如何通过绩效管理来

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宏先生、卡美农业技术资深培训

提高母猪群的繁殖效率。猪场的效益取决于 PSY 等几个参

师迈克先生出席了开班典礼，来自全国 10 余个省市和地区

数的好坏，直接受母猪这一重要生产资源性能的影响，要

的 130 多名养殖一线的猪场技术场长、配种员参加了学习。

想提升猪场的生产绩效，提高母猪群的繁殖效率就显得尤

开班典礼由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助理于洁主持，她

其重要。通过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方案让员工主动的筛选出

详细的介绍了培训部 2016 年全年培训规划，目的是为会员

不良的母猪个体，促进猪场建立健康高效的种群。用体系

企业增加服务，加强猪业现代化人才的培养。期望通过系

推动员工队伍素质的优化，用体系改善猪群质量和生产性

列培训，能为会员企业培训造就一批有技术、有担当的企

能，任老师精彩分享了管理好猪场绩效的基础准则，为三

业中坚力量。培训部全年拟定 8 场猪场管理系列专题培训，

天培训做了精彩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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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助理于洁

河南省畜牧局畜牧处处长高永革

猪业分会主任张广安

河南雄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锐

紧接着北京英惠尔生物公司王宏老师从饲喂角度，深
入浅出讲解了母猪饲喂的过程中各环节要点。精准的分析

及时改善母猪发情状况和淘汰策略，降低非生产天数，提
高生产效益。

不同胎次和不同妊娠阶段的母猪营养需求对生产水平的影

下午进行的是人工受精的课程，迈克老师详细的讲解

响，以及酵母培养物对提高饲料的适口性，调解肠道微生

了从母猪发情检查、配种准备、人工受精操作的细节，人

态平衡，从而改善和提高猪场生产效率。细致入微的分析，

工催情 5 点法及配种管理信息可视化的技术应用。为了调

科学理性的思考，把母猪的生产性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动课堂气氛，讲到人工催情环节，迈克现场邀请两名学员

最后卡美农业技术资深讲师迈可（Michael）先生以他
10 年欧洲猪场管理和 8 年技术教学经验，扎实的理论体系

真人版演示人工催情，现场引发阵阵惊呼，在欢快的笑声中，
学员们轻松的掌握了“人工催情五步刺激法”。

及生动的现场演示，为学员进行了近两天的理论授课。课

第二天上午课题为子宫颈后人工授精的新技术应用的

题分别为断奶后超期不发情母猪和返情母猪、人工授精、

操作环节，PCAI 应用对最大程度利用畜种值高的公猪，提

子宫颈后人工授精、周批次管理等。

高劳动效率，减少精液使用量，从而提高生产效益。下午

第一天上午课题为超期母猪和返情母猪：讲解了哺乳

进行的课题是周批次生产计划，根据不同的母猪规模，不

期饲喂策略和断奶时母猪膘情对断奶后 7 天以上仍未配种

同的生产流程，动物流量的计算，设计合理的周批次生产

的母猪的影响，如何对超期未配种和返情母猪的标记管理，

计划。从周批次生产可视化管理中找出生产环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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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峰企业猪场管家中心任成业老师

北京英惠尔生物公司王宏老师

卡美农业技术资深培训师迈克先生

学员与老师合影

学员们互动环节共同讨论

课间找老师答疑

指导学员母猪催情 5 点法

进而改善和提高生产效率。迈克老师既有深度又结合实践

艾德姆老师和 22 位学员一起来到河南雄峰斯格猪场进行实

的授课，博得了学员们的阵阵掌声。两天的课堂座无虚席，

操授课与学习。按照课堂所学母猪查情、人工授精、催情 5

学员们听课聚精会神，互动积极踊跃，老师解答妙趣横生。

点法、周批次管理等几个环节，老师一一进行流程操作讲解，

理论课程结束后，协会给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大家

并让各位学员动手操作，老师给予现场指导。最后进行现

一一迈克老师合影留念。

场总结答疑，学员们都分享了各自的心得体会，纷纷表示

最后一天，由中国畜牧业协会工作人员带队，迈克先生、

三天的学习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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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
赴青海省考察草产业发展情况
——青海省贵南草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贵南草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贵南牧场，

拾禾机械 40 台（套）、打捆机 50 台。

地处青海省海南州贵南、贵德两县境内，始建于 1933 年，

青海贵南丰润草畜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青海省贵南草业

至今已有 78 年的历史。沧海桑田，隶属关系几经更易，先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专门从事牧草饲料、

后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省畜牧厅、省农林厅

精饲料产品收购、加工、生产、销售的股份制企业。开发

管辖，现隶属于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土地

的产品有青干燕麦草捆、青贮草捆，年生产能力达 3 万 t，

总面积 155 万亩，其中：天然草场 70 万亩，耕地 11 万亩

燕麦草块、草颗粒为主，年生产能力达 2 万 t。各种系列草

（7 万亩燕麦、4 万亩披碱草），退耕还林草地 19.7 万亩，

饲料产品技术含量高、牲畜适口性强，饲用效果好，深受

荒山荒坡 51 万亩。公司下设 6 个农牧业分公司，27 个农牧

广大牧户和省内外用户欢迎。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武汉、

业生产队，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东科牧业大队，两个林业站，

南京、大连、天津、四川、重庆、西安、甘肃等地，而且

一个旅游公司，一个股份制的丰润草畜有限责任公司，一

部分产品已远销日本、韩国。

所草产品加工厂，一个生物有机肥厂、一个牛羊肉食品加

贵南草业副总经理旦曾介绍说，公司投入 300 万采购

工公司、一处牛羊育肥基地，一座年加工油菜籽 2 万 t 的精

牧草加工机械，用于加工草块、草颗粒、草粉等。公司目

炼植物油厂，一座 120 个床位的宾馆及全日制中小学、医院、

前有育肥牛羊 10 万只。同时还有一个生物有机肥厂，年产

水管队、贵德虎头崖旅游景点等。公司现有大型整地机械

有机肥 1 万 t，现库存 8000t，主要用到公司种植基地，内

58 台（套）、收割机 58 台（套）、牧草割草压扁机 10 台（套）、

部循环用，原料一部来源公司内部，另外还以每 50 元 /t 的

多叶老芒麦草捆样品营养成份测定分析报告

价格收购牧民粪肥。

营养成分
样品类型

鲜草

在与企业交流中，卢欣石会长表示，贵南草业开发公

水分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粗灰分 无氮浸出
（%） （%） （%） （%） （%） （%） 物（%）

司是一个在西北地区具有真正的循环产业链的草业企业。

61.36 38.64

他提出建议，希望企业将这样的具有生态效益的发展模式

老芒麦

4.9

风干物

95.1

4.12

0.79

11.86

1.47

20.4

7.46

3.5

32.4

3.89

44.55

在全国范围内展示，引起大家的关注，带领地区草产业的
发展，同时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草块草颗粒营养成份测定分析报告
样品名称

草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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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粗蛋白

7.28%

粗纤维

30.52%

干物质

85.64%

灰份

4.56%

无氮浸出物

31.09%

协会动态

牛业分会赴四川省宣汉县调研
□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

2016 年 3 月 1 ～ 4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会长

肉兼用型牛的新品种，于 2012 年通过国家审定并获得新品

许尚忠、副秘书长赵航、主管程玛丽，美国肉类出口协会

种认定证书，是建国以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第六个、

北京办事处主任刘剑文、美国谷物协会奶牛项目经理刘容

黄河以南第一个培育牛新品种。

一行人员赴四川省宣汉县调研。调研项目包括：当地肉牛
产业发展现状，适度规模化母牛养殖效益情况及地方良种

二、调研情况：
1、 蜀宣花牛养殖效益高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宣汉县已基本建成了四川优质肉牛基地和川东

一、基本概况

北奶源基地。蜀宣花牛作为一个乳肉兼用牛的新品种，蜀

宣汉县位于四川东北边缘大巴山南麓，地处川渝鄂陕

宣花牛公母牛 18 月龄体重分别为 452.6kg 和 350.0kg。母牛

结合部，距达州市 30km，境内地形复杂、山势逶迤，平均

平均实际产奶量 4495.4kg/ 胎，乳脂率 4.2%。建有锦宏蜀

海拔 780m，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绵延，呈“七山一水两分田”

宣花牛繁育场和天友西塔公司等以蜀宣花牛为主要品种的

总体地貌。宣汉县有“宣汉黄牛”和“蜀宣花牛”两大优

牛场。

势牛品种。宣汉黄牛能抗寒耐热，适应山区放牧、使役及

锦宏蜀宣花牛繁育场位于宣汉县大成镇，公司已取得

粗放的饲养条件，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已列为四川省优

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中国第一个蜀宣花牛种

良地方品种，载入了《中国黄牛品种志》。蜀宣花牛是适

牛场，现存栏蜀宣花牛达 1560 头，是川东规模最大的种牛

应南方高温、高湿自然气候和农区粗放饲养管理条件的乳

繁殖基地，公司主要出售犊牛和牛奶等。

蜀宣花牛带犊母牛成本分析表
饲料费用

兽药费用

资产折旧
低值易耗 人工费

冻精及配种费
73.5

粗料

防疫

治病

房屋

设备

粗灰分（%）

2160.0

1440.0

51.5

58.8

147.1

80.9

36.8

264.7

水电费 其他费用
22.1

51.5

合计
4386.8

宣汉县东源牧业有限公司育肥场养殖成本和效益情况(出栏体重：465kg)
养殖成本

时间

年存
栏数

年出
栏数

出栏价格

出栏体重
kg

总收入
元

2015

84

216

21.5

465

2159460

1650456

861500

727850

12956

29800

5850

12500

2014

65

175

21

465

1708875

1335912

697200

589680

10416

24000

4704

9912

2013

45

130

20.5

465

1239225

909764

463600

406626

7310

21600

3418

7210

总成本 收购活牛费用 饲料费用 防疫费用 雇工费用 水电费用 其他费用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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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公司化经营裹包青贮玉米秸秆，全面推广秸秆青贮利
用，创建了南方山区坚持走“种养结合、循环综合利用”
的发展模式，助推了农民增收和牛业产业发展。2015 年，
宣汉县共种植优质牧草 12.3 万亩；宣汉县规模养殖场共修
建了青贮池 4038 口，容量达 42.2 万 m3。宣汉县年处理利
用秸秆达到了 25.6 万 t。
5、品牌化发展迟缓，产品附加值较低
当地肉牛产业的效益主要源自向外省市出售犊牛（架
子牛）及育肥牛，重点销往重庆、陕西等地区。宣汉县肉
牛产业链条较短，品牌化发展较为迟缓，虽然成功培育了
天友西塔乳业、佳肴食品、康奕达牧业等乳肉龙头加工企业，
天友西塔公司位于宣汉县胡家镇，该公司主要加工生

但产品仍以初加工为主，牛屠宰后的副产品利用率不高，

产灭菌乳、调制乳、乳饮料等乳制产品。2013 年产销乳制

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作用并不突显，尚未形成具有核心竞

品 2.85 万 t，实现销售收入 1.42 亿元。

争力的企业品牌。

锦宏蜀宣花牛繁育场的带犊母牛的年成本为 4386.8 元
/ 头，每年可产 3t 牛奶（4300 元 /t），由天友西塔公司直
接收购牛奶，牛奶收入约 12900 元 / 头 / 年，出售一头 6 月
龄犊牛收入约 4000 元，蜀宣花牛能繁母牛的年纯收益为
12513.2 元
2、规模化母牛养殖发展潜力大
宣汉县长期坚持走母牛养殖的道路。坚持适度规模集
中连片母牛养殖，在政策扶持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向母牛养
殖户倾斜，加快了蜀宣花牛新品种成果研究与推广。宣汉
县年出栏 10 头以上肉牛规模养殖户达 1121 户，规模场年
出栏肉牛近 6 万头，肉牛规模养殖比重达 60.6%。
由 上 表 看 出， 育 肥 场 养 殖 成 本 中 活 牛 费 用 占 比 约
51.0% ～ 52.2%，饲料费用约占 44%，出栏一头育肥牛的纯
利润约 2300 元 / 头。
3、良种繁育体系完善，科技推广成效喜人
宣汉县改扩建了 54 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建立了乡镇牛
人工输精站 44 个。目前，已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牛改良
种繁育体系。人工授精、选种选育、种草养牛、饲料配合
等综合配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除宣汉黄牛保种区外，牛
人工授精受胎率达 88%，黄牛改良面达 78%。
4、粮改饲、草业发展迅猛
当地始终坚持种草养畜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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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 (2016)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
暨中国国际畜牧业博览会展前培训会
□中国畜牧业协会会展部

第十四届 (2016)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即将于 2016 年 5 月

形象，向社会体现一个亲切、可爱、绿色、安全的行业形象。

18 ～ 20 日在沈阳召开。畜博会多次被评为农业部 5A 级

本届展会继承往届优秀操作模式和众多创新前提下，又增

展会、商务部内贸领域重点引导支持展览会；目前与德国

加了更多深入、贴心、精准服务，为此畜博会组委会决定

Eurotier、法国 Space、美国 IPPE 畜牧展并称为四大世界畜

于 2016 年 4 月 6 ～ 7 日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召开第十四

牧品牌展会。作为国际畜牧行业重大综合性展会，已成功

届 (2016)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暨中国国际畜牧业博览会展前

举办 13 届，拥有专业的信息内涵、庞大的贸易内涵和丰富

培训会。展前培训会特别邀请了禾丰牧业林梅总经理代读

的文化内涵，不仅是国内畜牧产业展示推广的平台，也是

了辽宁省畜牧兽医局领导的致辞并介绍辽宁省畜牧业发展

国内外畜牧行业交流合作的窗口，更是中国亿万农牧从业

情况、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管理有限公司徐生来总经理和马

者的年度盛会。

丽新副总经理，点意空间文化创意产业集团吕玉贵总裁及

本届大会经过前期紧张有序的筹备，近 12 万平米的展

中国畜牧业协会刘强德副秘书长、刘瑞副秘书长等领导和

览面积现已所剩无几，已确定的会议、论坛、沙龙、技术

一百多位畜博会特装企业代表、十几位行业知名媒体代表

讲座、专业主题日、媒体嘉年华及企业嘉年华等大型现场

等近 150 人，相聚在沈阳国际会展中心，共同了解此届畜

活动已达百余场；为了促进参展商与意向观众直接精准对

博会的精彩亮点。

接，提升展商和观众的贸易撮合率，实现展商和观众的参

首先，所有参会代表参观和了解了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展价值，借助成熟的会展理论模型和大云物移技术等，打

所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畜博会会议、展览、餐饮、

造“智慧畜博会”，组委会首次开发使用展会“滴滴打车”

晚宴等场地，对沈阳国际会展中心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

功能，通过展商和观众参展 / 参会需求信息进行精准对接与

然后进入会议阶段，会议由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强

推送，提升展会更大功能；为了提升畜博会人文内涵特推

德主持。随后，刘强德副秘书长作了《2016 畜博会创新思

出展会吉祥物“安安、康康”，通过可爱、超萌的吉祥物

路》报告，阐述今年畜博会将继续利用大（大数据）云（云
计算）平（移动平台）移（移动互联）技术，推进畜博会
服务手段，促进参展商与意向观众直接精准对接，提升展
商和观众的贸易撮合率，努力实现展商和观众的参展价值，
不惜花重金联合中科院共同开发推出展会“滴滴打车”功
能。此功能通过收集展商和观众的共同需求数据，通过大
云物移技术将双方数据匹配，并在展会现场双向对接推送，
使参展商和观众能精准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厂家和客户，
并在现场面对面沟通交流，达到展会最大服务价值。
然后，中国畜牧业协会会展部杨平主任作了《2016 畜
博会筹备情况及同期活动介绍》，本届“畜博会”使用沈

会后领导合影

阳国际展览中心的 8 个展馆，中央多功能厅及部分室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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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室内外展览面积超过 12 万平方米，规划展位近 4900 个，

间文化创意产业集团总裁吕玉贵做了绿色搭建未来展台发

特装率 85%。“畜博会”参展商包含了大量国内外畜牧行

展方向的专题报告，召在通过了解最新绿色展台搭建项目，

业中龙头企业、行业百强企业，本届参展企业近 1500 家，

了解展台绿色搭建、低碳环保、提高展台利用率、降低参

展商国际化比例 20%。参观观众涉及国内外畜牧行业养殖

展成本等事项。

户、经销商、专家学者、农业和畜牧业管理部门领导、相
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预计展期参会总人次超过 15 万。

最后，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瑞针对如何利用协
会平台全方位打造企业形象和与会代表做了深入的沟通。

中国畜牧业协会会展部齐迹作了《2016 畜博会展商及

与此同时，法国展团、媒体活动日承办方与展商代表与大

观众登陆方案》。另外，中国畜牧业协会会员部李冬津针

家共同分享参加博览会的收获、成功经验与做法。2016 畜

对本届畜博会首推的展商“滴滴打车”功能做了题为《展

博会吉祥物作者也与大家见面并详细介绍了安安康康的设

商与观众精准对接软件培训》的主题发言。同时，点意空

计始末及特点。

刘强德副秘书长主持会议

会展部杨平主任
介绍展会筹备进展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
刘瑞做专题发言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总经理徐春来

会后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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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代表代读了辽宁省
畜牧局领导的致辞

畜博会看点

2016 畜博会精彩纷呈，只等你来！
□中国畜牧业协会会展部
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 (2016) 中国畜牧
业博览会”，将于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在沈阳国际展览
中心举办。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多次被评为农业部 5A 级展会、商
务部内贸领域重点引导支持展览会；目前与德国 Eurotier、
法国 Space、美国 IPPE 畜牧展同列为四大世界畜牧品牌展
会。作为国际畜牧行业重大综合性展会的中国畜牧业博览
会 (CAHE)，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13 届，拥有专业的信息内涵、
庞大的贸易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是国内畜牧产业
展示推广的平台，也是国内外畜牧行业交流合作的窗口，
更是中国亿万农牧从业者的年度盛会。
本届“畜博会”使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 8 个展馆，
中央多功能厅及部分室外区域，共计室内外展览面积超过
2

12 万 m ，规划展位近 4900 个，特装率 85%。“畜博会”

店以“中国畜牧周”为主题举办畜牧行业相关的大小论坛、
技术讲座及活动近百场。
1、第五届中国白羽肉鸡产业发展大会暨第四届全球肉
鸡产业研讨会

参展商包含了大量国内外畜牧行业中龙头企业、行业百强

2、第四届中国畜牧行业先进企业及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

企业，本届参展企业达 1500 家，展商国际化比例 20%。参

3、2016 中国畜牧行业颁奖晚会

观观众涉及国内外畜牧行业养殖户、经销商、专家学者、

4、首届中国猪产业链平台研讨会暨颁奖大会

农业和畜牧业管理部门领导、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5、有机微量元素高端技术沙龙——新功能、新标准、

预计展期参会总人次超过 15 万。

2016 中国畜牧周

新方案
二、现场专业主题日活动

一、畜博会亮点

1、第三届（2016）中国畜牧科技日，位于 E1 馆活动区。

展会同期 5 月 14 ～ 20 日，还将在沈阳市各大星级酒

2、第四届（2016）中国饲料添加剂日暨第三届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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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乒乓球赛，位于 E2 馆活动区。
3、第六届（2016）中国养猪日之寻找中国美丽猪场活动，
位于 E3 馆活动区。
4、第六届（2016）中国畜牧环控机械日，位于 E4 馆
活动区。
5、第六届（2016）中国畜牧日暨 2016 千人买家团，
位于 W1 馆活动区。
6、第六届（2016）中国动保日暨兽药电商日，位于
W2 馆活动区。
7、第六届（2016）中国养禽日之 2016 中国最具影响
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动，位于 W3 馆活动区。

鹿、牛、猪等活畜将在本届畜博会上悉数登场，精彩
绝伦的活畜展示将成为本届畜博会的亮点之一。
五、双优评选
1、现场将评选出畜牧行业百强企业及优秀个人，借助
评选活动推出行业的优秀标杆，进一步带动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
2、展会同期，现场设立畜产品特色展区，将组织畜牧
行业的各类优质畜产品进行现场免费试吃（驴肉、鹿肉、
牛羊肉等）。
3、5 月 18 日 “双优”颁奖晚宴上，行业龙头企业将
报送高端大气的文艺节目。

8、第六届（2016）中国饲料日，位于 W4 馆活动区
9、第四届（2016）中国饲料原料日，位于连廊活动区，
靠近 E4 馆一侧。
10、首届（2016）农牧电商孵化日，位于连廊活动区，
靠近 W4 馆一侧。

媒体团走展台活动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
署，有效推进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增强畜牧业专业生产力，
促进畜产品安全保持较高水平，保证国家畜产品稳定供给，

三、借助大云物移技术，实现精准服务

推广企业品牌， 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畜牧业

为了促进参展商与意向观众直接精准对接，提升展商

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畜牧业协会与双仕达传媒在 5 月

和观众的贸易撮合率，实现展商和观众的参展价值，借助

19 日（2016 畜博会期间）联合组织媒体采访团走展台活动。

成熟的会展理论模型和大云物移技术等，打造“智慧畜博

采访主题：如何通过食品安全，促进行业供给侧

会”，本届畜博会上，组委会首次与中科院合作开发推出

组委会联系方式：

展会“滴滴打车”功能。此功能通过收集展商和观众的共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1座9层

同需求数据，通过大云物移技术将双方数据匹配，并在展

邮编：100028

会现场双向对接推送，使参展商和观众能精准地找到

电话：010-58677700 转886、880

自己所需要的厂家和客户，并在现场面对面沟通交流，进

传真：010-58678120/58677809

一步实现精准服务对接，达到展会最大服务价值。

Email:540476900@qq.cn

四、精彩的现场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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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蛋蛋”将牵手亮相畜博会养禽日活动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互联网 + 和供给侧

工销售行业协会、京津冀蛋鸡产业协同发展联盟、蛋鸡产

改革的势能影响下，共创、共享、共融已成为时代发展的

业战略合作联盟、全国各省畜牧兽医总站、畜牧协会、中

主旋律，圈子文化、平台发展、生态协同已成为时代发展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

的核心要意、跨界合作、分享经济、数字经济、体验经济

储蓄银行、大连商品交易所、嘉农在线、嘉华合作社在内

已形成产业新业态，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各产业必将形成

30 余家单位的支持。

新的发展格局，大畜牧业也将转换新动能，发生新变化。

上午 10 时许，在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瑞女士、北京

为了进一步夯实“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基础，

伟嘉集团董事长廖峰先生等嘉宾领导及 20 多家媒体的见证

提升中国蛋鸡养殖业在公众和行业中的积极正品向品牌形

之下，2016“伟嘉杯”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

象，中国畜牧业协会携手北京伟嘉集团、齐鲁动保、海尔

活动揭开面纱。次日在北京小汤山温泉酒店，国家蛋鸡体

金融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开启了 2016“伟嘉杯”中国最

系科学家宁中华教授、河北省家禽协会秘书长赵万青先生、

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动。“金金”“蛋蛋”就是

山西省畜禽繁育工作站高级畜牧师李沁女士、河北农业大

本次公益活动的吉祥物。

学博士生导师臧素敏女士、伟嘉集团副总裁夏伟新先生、

2016“伟嘉杯”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禽苗事业部总监陈亚东先生、河

动以“快乐养鸡健康人类”为主题，旨在使蛋鸡行业中优

南金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琦先生畜牧大集总经理

秀的养殖企业、先进的养殖模式有一个展示的平台，推动

胡文辉先生共同点亮了北京站活动，由此拉开了“发现中

整个蛋鸡业产业链的均衡、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寻找中国最具价值鸡蛋品牌”的寻觅

此次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畜牧行业从业者

之旅。

及广大蛋鸡养殖者的广泛关注。预选赛正在全国 19 个省，

5 月 18 日吉祥物“金金”“蛋蛋”走向第十四届中国

6 个分赛区（包括大华北、大华东、大华中、大东北、大华

畜牧业博览会这个大舞台，亮相于中国养禽日活动，开启

南、大西南）如火如荼地开展。此次公益活动目的在于：

2016“伟嘉杯”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之旅公益活动沈

其一、为行业代言。向社会公众、行业内外展示我们行业

阳站点传递仪式。养禽日上不仅开设了现场报名环节、专

之美，提升蛋鸡养殖业在全行业的影响力与积极正向品牌

家问答、养殖户经验分享等干货环节，同时还增加了企业

形象。其二、在行业中找寻与树立优秀蛋鸡养殖典范，推

与现场观众的互动环节，敬请大家莅临养禽日活动专区与

进中国蛋鸡养殖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

我们共创共享。

可追溯化发展，倡导蛋鸡生产者绿色、健康、安全、高效、
快乐养殖，促进中国蛋鸡养殖业转型升级，推动蛋鸡福利
养殖事业发展。
3 月 18 日，2016“伟嘉杯”中国最具影响力鸡场发现
之旅公益活动在第四届农业嘉年华上正式启动。活动由畜
牧大集网、中国蛋鸡产业网、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中国禽
业网共同承办，北京伟嘉集团公司独家冠名，齐鲁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和海尔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协办，同
时还得到了世界家禽学会中国分会、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中国烹饪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蛋品加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51

畜博会看点

6 年相伴，16 年坚守！
——活动日元老媒体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将“中国好猪料·第三季——母猪料品牌公益行”主题活动
搬至展会现场，吸引近百家母猪料品牌参与“亮剑”，火
爆场面引发行业对“中国好猪料”系列活动的持续反响！

2016 年：探索饲料品牌背后的客户价值 中
国好猪料· 第四季震撼回归
创新是成功的！“中国好猪料”品牌活动在经过畜博
会这一强大平台的爆炸性展出后，已然得到行业各处的高
度认可！
借势顺行，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继续秉承“以服务饲
1999 年，饲料行业门户网站——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正式成立；
2000 年，中国畜牧行业第一大综合性展会——第一届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成功举办。

料企业为本，以传递核心理念为原则”的活动宗旨，回归
客户价值，将目光聚焦至“猪猪的托付”，从养殖户角度
出发，替其寻找饲料企业带给客户的价值。
我们深知，在这样一个强者生存的环境，满足客户需

历经 16 年，饲料行业信息网与畜博会从相识、相知到

求并超越客户期望，就成为饲料品牌的生存法则！没有客

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青涩懵懂的成长期，一起发展在畜

户深深的信任，就没有品牌的长青基业！如果不把客户价

牧行业成熟期……

值上升为信仰，企业必死无疑！
究竟蜕变后的饲料品牌能为客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2011~2014 年：首批加入，一路相伴，4 届
饲料日成功举办

又是什么样的价值让养殖户心甘情愿将猪猪托付给他们？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W4 馆活动区，为您揭晓！

2011 年，第十一届畜博会首次开启媒体活动日专区，
我们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作为代表媒体首批入驻活动日现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简介】

场，并举办主题为“中国饲料日”的活动。不曾想，加入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成立于 1999 年，是饲料行业成立

就意味不离不弃，直至 2014 年，“饲料日”已成功连续举

最早的网站之一。日均访问量突破 30 万次，最高日访问量

办四届，参与企业、参与观众年年递增。

过百万，为同行网站访问最高的网站之一。通过谷歌、百度、
360 搜索等常用引擎搜索“饲料”关键词，排名均名列前茅。

2015 年：助力升级，大胆创新，中国好猪
料·第三季强势登陆

网站信息完全免费，并且在信息速度、信息数量以及信息

行业在发展，产业需创新！强化品牌成为本届畜博会

多年的积累，拥有优秀的销售、客户服务以及技术团队、

的首要任务。在与组委会达成一致共识后，我网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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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方面精益求精，为行业提供免费、优良的信息平台；

支持团队，能够为企业提供完善的信息技术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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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2016）中国动保日
暨第二届兽药电商日活动

随着畜牧行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思维已经深入

商 2015 年突破 5000 万交易额。

养殖户心里，互联网用它独特的性质让畜牧电商行业迎来

值此行业盛会（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之际，猪 e 网于 5

了春天，移动互联网已然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随着智

月 17 日在沈阳举办“转型升级之电商化高峰论坛”，届时

能手机的普及，移动端访问量不断增加，加速了移动互联

将邀请上游企业代表、养殖场老板、以及经销商等业内人

网的发展，广大养猪人同样意识到了移动互联网的重要性。

士莅临参加。

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猪 e 网、猪易商城承办的第

518 相约沈阳，不见不散 ！

六届（2016）中国动保日暨第二届兽药电商日活动将于

动保日组委会联系方式：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W2 馆举办。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 3 号程远大厦

活动以“移动互联网 + 养猪为主题”，以“让养猪人不花
冤枉钱”为口号 ，致力于服务广大养殖户。
5 月 18 日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的朋友，均有精美礼品
相送！
线上同步推出 518 特卖会，设种猪、兽药、饲料、器
械设备四大特卖专场，参与活动企业需保证特卖产品“全
场最低价”、
“质量有保证”、
“全国包邮”！猪易商城（www.

B 座 432 室
电话：010-82921526-801
李川情 18611780291

高晓雷 13911593973

冯

赛 13810456960

武

艳 13691105932

王

微 13269300312

李晓楠 18612667678

了解更多第十四届（2016）中国畜牧业展览会信息可
访问：http://www.caaa.com.cn/

zhue.cn）为广大养猪人送来优质、
优惠产品，提供便利快捷的购物
渠道，为企业提供电商平台。
互联网对畜牧行业的冲击，
畜牧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迅速发
展。多数企业意识到转型才是出
路。“是否发展电商 ? 如何向电
商靠拢 ? 自建平台 or 现有平台”
等话题成为热议！ 猪 e 网自 2012
年开始组织网络营销培训，直至
2014 年 3 月猪易商城正式成立，
标志着猪易向电商转型取得初步
成功，经过一年的努力，猪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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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第六届（2016）中国畜牧机械日
火热招商中…

广优秀的、性价比高的环控设备，进而推进畜禽舍环控精
细化，提升产品质量安全，在中国畜牧业博览会组委会的
领导下，在前五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定于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在沈阳举办 “第六届中国畜牧机械日”活动，
届时还将集中推广一批优秀的畜牧环控设备企业以及优秀
环控案例。

二、组织结构
“十三五”期间，规模养殖将真正成为畜牧业生产主
导力量；畜牧业生产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质量安全基础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博览会组委会、中国农业工程
学会畜牧工程分会

更加扎实，优良的畜牧机械将会帮助畜牧业降低饲养成本，

承办单位：中国养殖网

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畜牧业做大做强。为了加快养

赞助单位：诚招中

殖业机械化进程，为生产企业、经销商和养殖人搭 建一个

支持媒体：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南方农村报、新浪、网易、

交流、服务、贸易的平台，中国养殖网借助畜牧业博览会

央视网、农博网、猪 e 网、畜牧大集网、搜猪网、爱猪网、

精心打造了“养殖场精细化环控‘机械日’”力求为参观

农财宝典、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中国农牧网、畜牧人网站、

者提供最新的机械展示和最新科技信息平台，帮助优秀机

爱畜牧网站、博亚和讯、畜牧饲料电视网、新饲料、规模

械生产商以丰富的舞台策划展示优质产品和推广最新畜牧

养猪等等。

机械技术，打造一个品牌宣传、交流服务与商务贸易的综
合平台。

三、活动主题
养殖场精细化环控

一、活动简介
当前的养殖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畜牧机械设备产品品种多、杂、乱，用户对产品认知度不高、
对补贴政策不清，好产品价格高，而养殖场也认识到环境
对养殖效益的重要性，规模猪场对性价比高产品的需求越
来越高，同时也对技术服务要求越来越高，中小养殖场场
更加关注产品的性价比。
为了帮助广大养殖同仁了解病畜牧场环控制设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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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内容
1、活动时间：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
2、活动地点：沈阳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亮点】
☆畜牧机械知名专家现身讲解
☆顶级畜牧机械聚集地
☆精准的畜牧机械买家
☆丰富的现场活动
☆线上招标，现场供需对接
☆现场高端访谈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为您打造活动项目
☆探秘之夜·顶级专家圆桌研讨

五、招商联系方式
中国养殖网（北京华牧智远科技有限公司）
活动合作联系人： 杨耀禄 15910681500
王永飞 15810060070
电 话：010-62979382
传 真：010-62979382-806
网 址：www.chinabreed.com

六、第五届中国畜牧机械日精彩回顾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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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赢大奖，谁是大“玩”家？是赛尔传媒与武汉科
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及亚太兴牧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6 畜牧博会上开创的一系列游戏真人秀活动，每场活动

的赛场，这里是智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展示畜牧
人精神体魄的大舞台。
玩啥？

又以一种游戏为主题，邀请观展观众进行智力、体力的挑
战来传递畜牧人的正能量。如果你是大玩家，请你于 5 月
18 日 ~20 日 第十四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辽宁·沈阳国际博
览中心 W1 集团馆 ，我们等的就是你，你，你！！！
在“玩”的方面你都有哪些荣誉？
小 A：小学的时候跳绳全校冠军
小 B：中学的时候被封猜谜小王子
小 C：大学的时候扔过铅球，投过标枪，跑过接力……
如果你也有过这些傲人的成绩，那么就快来加入 2016
畜博会期间的谁是大“玩”家挑战赛吧！这里是高手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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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奖问答，我最行！
1、活动目的：让行业同仁更关注动物健康养殖，更了
解企业
2、活动内容：与观展人员互动的问题融入行业资讯、

畜博会看点

养殖资讯等知识
3、活动规则：每题最先答对问题者为胜

二、健康养殖心语墙
对于动物养殖，众人理解不同。赛尔传媒携手武汉科
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与亚太兴牧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6 畜牧博会上邀请您在“健康养殖心语墙”上写出对动
物养殖的理解、期待或是责任担当等。加强人们对动物养
殖的关注度。

三、撑霸畜博，我来战
1、目的： plank 平板支撑大赛旨在呼吁全民在关注食
品安全的同时还要关心自身健康
2、规则：比赛按照参赛选手支撑时间的长短来分出胜
负
注：选手若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不适宜运动的疾病，
请勿参赛，主办方不承担由于身体原因引发的一切后果。
图为：plank 平板支撑图解

1 现场扫二维码——关注公众账号，微信转发至朋友圈
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2 拍一张现场照片并发送朋友圈——凭朋友圈消息参与
抽奖并有机会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

五、“码”上有礼，爱分享

四、赛尔农场，消消乐
1、游戏介绍：一款认知与娱乐相结合的小游戏，在参
赛者消方块的同时可以提升对企业 LOGO 的认知程度
2、游戏操作：点击附近至少 2 个相同 LOGO 方块即可
消除 , 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者为胜
3、游戏特点：集游戏、抽奖活动、品牌传播为一体的
活动奖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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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特别鸣谢：

1 、现场扫二维码—关注公众账号，微信转发至朋友圈
即可参与抽奖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2 、拍一张现场照片并发送朋友圈—凭朋友圈消息参与
抽奖并有机会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

六、精彩畜博
赛尔传媒与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及亚太兴牧 ( 北

本次活动计划宣传的各大新闻媒体：

京 ) 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6 畜牧博会上开创的一系列游戏真

腾讯网

人秀活动是不是已经让你 High 翻天了？不要以为这样就结

新浪网

束了，最后我们还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诸多

搜狐网

文艺美女告诉你精彩畜博，不打烊！！！

中国畜牧业协会官方网站
赛尔畜牧网
赛尔畜牧微信公众号
猪E网
中国养殖网
种猪信息网
新牧网
饲料行业信息网
饲料工业信息网
畜牧大集网
畜牧人网站

七、精美礼品等您拿，开心玩儿转畜博！

中国养猪网
中国养殖网
爱猪网
搜猪网
博亚和讯
《赛尔兽药与养殖》《赛尔养猪市场》《赛尔饲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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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专注于动物保健领域，涵盖兽药研发、兽药制剂、

新兽药 7 项、三类新兽药 5 项、四类新兽药 5 项”）；获
国家二类新兽药证书三项。

兽用原料药、微生物发酵、中药提取、兽药连锁等多个业

目前，公司正在抓紧实施“夯实基础”、“提升品牌”

务板块。拥有 4 家农业部 GMP 验收通过企业、2 家国家高

战略，以技术研发带动企业升级，以资本促进企业扩张、

新技术企业、2 家销售公司和 1 个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力争上市，实施品牌的整合与升级，不断打造营销新模式，

基本覆盖兽药全产业链。

致力打造中国动物保健第一产业链，成为中国动保领域的

公司相继被授予“中国兽药制剂生产企业 30 强”、“湖

领军者。

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湖北省创新型试点企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畜博会期间我公司展位号为：

业”等称号，2013 年公司成立湖北省兽药行业唯一一家“院

W1 馆 大企业特装展区 WC06-WC07 展位。欢迎光临我司

士专家工作站”，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湖北省企

展位，了解产品详细情况。

业技术中心”，成为了“兽药制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公司联系方式：

的理事长单位，并成为湖北省本行业唯一一家荣获“中国

地

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 208 号

驰名商标”的企业。

邮

编：430042

公司研发中心现有科研人员 55 人（其中国家科技部专

电

话：027 － 83235399

家库专家 2 人，博士 9 人），已申请专利 41 件（其中获授

传

真：027 － 83236896

发明专利 22 件）。获省部级奖项两项；在研项目 23 项（其
中：“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1 项、星火计划项目 2 项、二类

展位号：WC06,WC07 W1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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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发畜牧机械有限公司
万发畜牧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占地 3 万
2

2

m ，其中厂房建筑面积 1.5 万 m ，是北方最大的养殖设备
生产基地。公司集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制造、安装与服
务为一体，主要产品包括养殖风机，鸡、鸭、猪、兔等畜
禽的自动饮水系统、自动喂料系统、畜禽舍温室降温设备

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更可提供完善、细致、专业的全程
服务，为客户提供交钥匙工程。
公司秉承“诚实守信、专业创新”的经营理念，为客
户提供优质可靠的产品，更提供周到完美的服务。
真诚欢迎国内外客户来我公司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及环境控制系统等。公司位于北方经济重镇——鸦洪桥工
业区内，毗邻京沈高速，交通物流发达，地理位置优越，
处于京津唐经济圈中心地带。
我公司有研发人员多名，并于国内外各大院校合作，
长期从事养殖设备研发工作，紧跟市场前沿需求，开发新
产品，做到质优价廉。公司生产设备齐全，生产工艺先进，
检测手段完备，管理模式先进，在国内外同行业具有较高
的品牌认知度。产品已远销国内二十几个省区及十余个国
家和地区，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和良好的社会信誉。
公司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不仅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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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便转化有机肥一体化设备——“拓鑫大统”
四川天地拓鑫于 2015 年年末推出——畜禽粪便转化有
机肥一体化设备“拓鑫大统”，1 天除臭，3 天出肥，生产
出符合国家标准主要指标的高效有机肥，是变粪为金的好
设备！
设备特点：
●能处理各种鸡粪、猪粪、牛粪
●高温发酵，杀卵灭菌
●粪便 1 天除臭，3 天出肥
●仅需 1 ～ 2 人操作，每天加料，每天出料
●占地空间小，维护方便
●运营成本低，耗电量低，每吨有机肥耗电 80 ～ 100 度
●能够适应各种冷暖气候环境
●设备配套齐全、提供各种养殖场的技术和设备配置方案
●根据每天处理量定制设备
四川天地拓鑫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集各类环保设备和生态农业高新设备研发、设计、
制造为一体，在上海设立了技术研发总部，在苏州设立了
生产制造中心，具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大规模生产制造
能力。自 2014 年《畜牧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颁布以来，
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科技创新
为主力 , 助力各大养殖企业全面优化生态环境，研发设计成
功畜禽粪便一体化有机肥生产设备——拓鑫大统，及时处
理畜禽粪便的同时，经由粪便转化而成的符合国家标准的
高品质有机肥更是成为养殖企业的又一重要盈利点、创收
点！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畜博会期间我公司展位号为：
展馆 W1，展位号 WA03。欢迎光临我司展位，了解产品详
细情况。（建议）
公司联系方式：400-1386-998/028-86611161

展位号：WA03 W1 馆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61

畜博会看点

成都晟兴牧业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晟兴牧业机械有限公司是西南片区首家致力于自

天津中升集团、隆生集团等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

动化养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公司。

作关系，得到了新老客户的一致好评，产品除了满足国内

公司总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蛟龙工业港海滨广场 ( 双

广大客户需求外，还源源不断地成套出口到非洲、东南亚、

流机场附近），分厂分别设置在崇州市工业园区、自贡市

西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富顺县工业园区。同时设有武汉、上海办事处。公司拥有
三万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500 多名技术精湛、爱岗敬业的
优秀员工（畜牧机械技术研发团队有 20 余人，其中 4 名高
级工程师）。公司依靠齐全的现代化生产设备和雄厚的技
术生产力量，研发生产的全套蛋鸡、肉鸡、种鸡、育雏育
成及养猪设备，实现了喂料系统、集蛋系统、饮水系统、
清粪系统、通风降温系统、消毒系统、照明系统、电气控
制系统及报警系统的自动化控制，填补了西南片区此技术
的空白。
晟兴牧业的产品理念是：倾听它们的心声，珍爱它们
的生命，呵护它们健康成长，晟兴牧业着力为鸡只营造一
个舒适、健康、安全的生存环境。
晟兴牧业与正大集团、铁骑力士集团、山西晋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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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A02 E1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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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驱动 共创共享
——伟嘉隆重参展第十四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

缤纷五月，感受着初夏的芬芳，怀揣着激情的梦想，

个，并在全国建有 15 家畜禽健康检测与评价云中心。目前

伟嘉集团将再次与业界同仁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在盛京沈

已形成以研发、高端制造和增值服务运营为主要形态的高

阳，共话行业未来发展，共同探索行业转型升级变革的新

新技术发展格局。

趋势。
伟嘉集团是一个有着 22 年成长历程的知名农牧品牌，

多年来，伟嘉从默默无闻到拥有自己独有的垂青者，
这份成长伟嘉人倍加珍惜，这凝结着伟嘉传承“以用户为

22 年来，凭借着对“创伟嘉品牌，圆百年梦想”的执着追求，

中心、以质量为生命、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诠释

伟嘉人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动力。今天的伟嘉是一家以保

着科技创新、传递价值理念、引领行业持续发展的执着梦

健型预混料和生物兽药为核心业务，集生物饲料、生物兽药、

想。2016 年伟嘉将以产业发展的“四个转变”为导向，利

微生态制剂、健康养殖服务、高端品牌鸡蛋、移动电子商

用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势能，高效整合内外资源，持续推进

务于一体，专注农牧业科技产品制造及畜禽健康养殖全服

业务转型，持续深化推进生猪和蛋鸡协同产业价值链建设，

务链经营的现代服务型农牧业高科技企业集团。

打造价值服务型企业。

伟嘉集团是中关村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国

全体伟嘉人众志成城耕耘在农牧业的热土上，在食品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科技

安全倍受关注的今天，为保障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在“健

进步二等奖获奖企业，系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

康养殖”召唤下，伟嘉敢于担当，一直勇扛绿色健康大旗。

国兽药协会副会长单位。伟嘉是中国农牧企业仅有的几家

2016 年，伟嘉将深化企业文化，实现大伟嘉人的共同创业，

进行养殖业全服务链经营的大型民营企业，被评为“中国

共同发展。融产业优势，深化落地“3+1”发展战略，深化

十大行业隐形冠军企业”。

“把服务当成产业来做”的理念，创造行业新业态，进行

今天的伟嘉集团拥有员工 3500 人，设有伟嘉创新研究

组织变革，探索产业新商业模式，持续深化打造“中国保

院，在全国各地设有 35 家分子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辽

健预混料第一品牌”、“中国生物兽药第一品牌”和“全

宁省沈阳市、吉林省四平市、河南省开封市、山东省青岛市、

球畜禽健康养殖服务及交易第一平台”三大宏伟战略目标，

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江西省南昌市、广东省肇

实现 2016 年大伟嘉事业的全面腾飞！

庆市等地拥有 7 个现代化的生物技术产业园和 8 个生物饲
料制造基地，其中农业部批准的生物兽药 GMP 生产企业 3

展位号：WC01 W1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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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州牧业养殖设备有限公司
静电喷塑是指：工件经过磷化工艺处理后用静电粉末

轻松养殖。公司全套自动化静电喷塑工艺彻底解决了热镀

喷涂设备把塑粉喷涂到工件的表面，在静电作用下，塑粉

锌光洁度不够、冷镀锌寿命短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使用寿

会均匀的吸附于工件表面，形成粉状的涂层；粉状涂层经

命可长达 10 ～ 20 年以上。

过高温烘烤流平固化，变成效果各异（粉末涂料的不同种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畜博会期间我公司展位号为：

类效果）的最终涂层；喷涂效果在机械强度、附着力、耐

E1 馆，EA03/EB03 展位。欢迎光临我司展位，了解产品详

腐蚀、耐老化等方面优于镀锌工艺。

细情况。

河南中州牧业养殖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各式优质笼网、自

公司联系方式：白经理 15603960666

动化供料设备、自动化饮水设备、自动化集蛋设备、自动
化清粪设备、智能环控系统，用一流的技术水平，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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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田瑞牧业
田瑞牧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养鸡设备专

舍内环境和空气污染的技术难题，有效降低了鸡群死亡率，

业化企业。公司以 50 万羽鸡、110 万羽肉鸡养殖基地为研

减少鸡群用药量，对药物残留实现了有效控制，提升了鸡

发依托，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现代化的鸡场规划设计，环控

群的整体健康水平。设备的推广应用，得到了国内广大养

通风设计，养鸡设备生产与安装提供先进的养殖技术培训，

殖户的认可，并出口到日本、韩国以及中东、非洲等国家

及时优质的售后服务。

地区。

公 司 的 产 品 先 后 通 过 了 ISO9000、ISO14000、

公司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为客

OHSAS18000 等国际质量环境体系认证，其中 9TLD 系列

户创造更大价值。公司以 25 年养殖经验为理论依据，设备

阶梯式蛋鸡笼养设备、9CLD 系列层叠式蛋鸡笼养设备、

经过大量实验论证，让客户在养殖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9CLR 系列层叠式肉鸡笼养设备等产品获省级农业机械推广

选择田瑞，就选择了专业化、现代化的养殖模式。

鉴定，获多项国家专利。

田瑞愿与广大养殖户朋友，同业同仁一道，携手共创

公司产品单位面积养殖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设备

中国科学、安全、高效养殖的新篇章。

使用寿命长，操作简单，可降低养殖成本。公司设备及其
环控配套设施有效地隔绝外部环境污染，同时显著改善鸡

展位号：EA01,EB01 E1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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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方圆笼具有限公司

我司主要生产经营农业机械，主要成熟产品有：层叠

品详细情况。

式 H 型成套肉鸡养殖设备、A 型成套肉鸡养殖设备、层叠

日照方圆笼具有限公司

式 H 型成套蛋鸡养殖设备、A 型成套蛋鸡养殖设备、智能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丹阳路北段

化环境控制系统。

邮编：276800

其产品的优越性能：1、节省药费，减少药残。2、密度大，

咨询热线：18063388780 18063388766

质量硬。3、料肉比达到最佳。4、减少人工成本。5、空间

电话：+86-633-2226288

2226129

科学、鸡只体能消耗少。6、极大改善饲养员的工作环境。7、

传真：+86-633-2212198

2226129

节能环保，高效收益。8、温控合理，科学养殖。

公司网址：www.fangyuanlongju.com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畜博会期间我公司展位号为：
E1 馆大企业特装展区 EB05。欢迎光临我司展位，了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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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
农牧食品业是正大集团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项目之一，

品种；在甘肃建设的正大景泰公猪站，是世界一流的公猪站，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的长白公猪、约克公猪、杜洛克公猪精液，

生产经营体系。成功打造了正大种子、正大饲料、正大食品、

积极推动当地乃至全国各地生猪品种改良、生猪养殖效益

正大茗茶、正大葡萄酒等知名的农牧食品品牌，深受消费

和产业化的提升，并成功入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者爱戴。
正大集团在国内建立了种苗繁育、商品养殖、食品加
工为一体的“一条龙”生产经营体系，所有产品都坚持做
到国内和国际一流标准。

此外，正大动保产品、植保产品、饲料添加剂、有机肥、
兽药、金霉素以及污水解决方案等产品，有效保障了正大
农牧事业的稳健发展。
优良的畜禽品种，安全优质的饲料，先进科学的全封

正大集团是中国肉鸡行业的开拓者和领航者，拥有具

闭式饲养管理模式，以及严格的防疫制度，确保生产出放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维茵”肉鸡优秀品牌。与其他同类

心的畜禽类肉、蛋产品，并通过现代化食品加工、分销物

产品相比，艾维茵商品肉鸡具有成活率高、抗病力强、增

流和销售终端管理，实现产品品质全程可追溯体系，形成

重快、饲料转化率高、产肉量多等特点 , 深受广大商品肉鸡

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供应链。

饲养户和屠宰加工者的欢迎。
正大种猪事业也蓬勃发展，为市场提供长白种猪、大

展位号：WC02 W1 馆

约克种猪、杜洛克种猪、皮杜种猪、长大二元母猪等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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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来利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肽菌素 3.0
肽菌素 3.0（全球第三代抗感染微生态制剂）是宝来利
来公司运用领先的全球动物微生态研发成果，并先后主持
和承担国家科技部六项“863”项目课题的
技术结晶，是安全、生态、无污染的绿色
饲料添加剂。

肽菌素 3.0，纯生物成分，安全环保，
乃饲用抗生素的天然替代品。历经 16 年潜
心研制，无耐药性、无药物残留，具有硫
酸粘杆菌素等饲用抗生素所不能匹敌的优
势，为动物营养师替代饲用抗生素找到完
美解决方案，为生态养殖和食品安全保驾
护航。

肽菌素 3.0，由“益生菌 + 细菌素 + 细
菌源抗菌肽”组成，既具有良好的抗感染
效果，又兼具营养微生态、免疫微生态和
环境微生态的多重功效，不仅可以应对养
殖动物复杂的生理性腹泻、营养性腹泻及
病原性腹泻等诸多挑战，还可以预防动物
疾病、促进动物生长；增强免疫机能、解
除免疫抑制；改善营养代谢、提高饲料报酬；
降低臭气污染、减少氨氮排放。

肽菌素 3.0，适用于畜禽、水产、反刍、
宠物、毛皮动物等多种动物品种。可安全
耐受饲料高温制粒，每 t 饲料中添加 1-2kg
即可。是中国牧场和饲料企业需求健康、
环保、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不二选择。

展位号：W1 馆 WD05

68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畜博会看点

全新快速升级教槽料的策略与方法
博善英嫂系列发酵料

料肉比降低 5%，则每头可节约饲料 50 ～ 75g，价值
0.5 ～ 0.7 元
思考：10000 多元的教槽料，究竟问题在哪里？提升通
路在哪里？

g）损失少，厌氧发酵为主，热发酵带来的 C，N 损失少；
h）可实现 30% ～ 33% 水分成功发酵，混合均匀度高。
广州市博善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携沈阳、哈尔滨子公司
愿与您合作共进！

我们认为：主要是一个产品设计与验证理念问题

垂询电话：020-82210558

升级教槽料的策略

公司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国际企业孵化器 D-503

策略：改单一原料要素调整为使用综合发酵制品

广州市博善生物饲料有限公司：展位 W1 馆大企业特

方法：饲料企业建立发酵车间、猪场使用发酵饲料、

传真：020-82087600

装展区 WD08，欢迎来访！

开发利用复合型发酵制品—发酵湿（干）料
——添加比例：
1、发酵湿料（添加 4 ～ 6% 于乳猪料）
2、发酵低温干燥料（添加 5 ～ 10% 于教槽料）
——品质保证 : 发酵干料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实现零霉菌污染、实现乳酸菌厌氧发酵
a）有效控制霉菌，零霉菌落，
b）可存储一年；
c）方便作业，不用专人定时生产；
d）桶可反复利用，节约成本；
e）可防鼠，不会像袋子一咬即破；
f）节省贮存空间，可放置室外，需要时搬入即可，投
资少；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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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兴牧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18 ～ 20 日，畜博會期間我公司展位號為：
W1 馆集团展区 W06 ，屆時歡迎光臨我司展位，了解產品
詳細情況。
以上 GX 成套自動化蛋雞飼養設備使用熱浸鋅工藝，
耐腐蝕，使用壽命可長達 20 年。高密度飼養節約用地，比
階梯式節約用地 70% 左右。集中管理，節約能源和資源；
采用先進的通風系統、照明系統和自動控制系統，充分節
省能耗，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料蛋比。節省投資，使飼
養密度提高到 62 只 /m2 以上。采用輸送帶式清糞，使雞糞
幹燥成粒狀，減少環境汗染，雞糞的再利用率高。采取新
型大斜坡結構料槽，節省飼料，降低飼養成本。底網采用
高彈性鋼絲製成，傾斜角度合理，確保雞蛋輕柔順滑滾出。
熱浸鋅底網光滑無毛刺，確保破蛋率低於 0.5%。橫拉卡門
結構，利於雞只采食時節省飼料，既方便操作，又不會跑雞。
層距加高，每層增加頂網，更利於通風、光照和防止球蟲
病發生。是生產綠色雞蛋，環保禽蛋產品的最理想飼養設備。
GX 全自動雞蛋分級包裝處理機采用國外先進雞蛋分級
包裝技術制造工藝，品質優良，性能穩定，全年高水準運行，
連接中央輸蛋線，實現高效自動化的集蛋作業。處理能力
可達到 90000 枚以上 / 小時，可自行調整速度。雞蛋按順序
送到包裝部，通過集蛋排列機後，雞蛋各自以獨立狀態輸
送到包裝部，直至包裝到蛋托，不發生任何接觸。集蛋排
列機采用橫向搖動板和小徑棒條輸送機的組合，實現了雞
蛋不受任何衝擊力，順暢無阻的排列移送。將雞蛋按同壹
方向排列，采用了多角度導向板和棒條移送的組合，具有
極高的矯正率。此外還配置有實時記錄蛋托包裝數量的功
能。
全自動雞蛋分級包裝處理機品質優良，安全性高，保
養費用低，間單實用的設計，每個構造細節都是為了最大
程度地呵護雞蛋，獲得了廣大顧客的高度評價。根據不同
用途和處理能力，另還有 FP-300,FP-600,US 系列等 10 種機
型可供選擇，可以進行個性化設計，滿足廣大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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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

等相关领域。

龙头企业，是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禾丰”商

禾丰牧业旗下已拥有 120 家企业，其中在朝鲜、尼泊

标为中国驰名商标。禾丰牧业于 1995 年 4 月，由以金卫东

尔投资建设了 3 座现代化工厂，并已在印度、俄罗斯签订

先生为核心的七位创始人共同发起创立，目前业务范围以

合作协议。2006 年 10 月，禾丰牧业与拥有百年历史的荷兰

饲料复合预混料、浓缩料、配合料为主，并涉猎国际贸易、

皇家德赫斯公司正式合资，德赫斯公司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生物制药、饲料机械、养殖设备、畜产品屠宰、食品加工

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与禾丰牧业自身技术积累碰撞融合，
相得益彰，禾丰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跃入世界
顶尖之列。2013 年禾丰牧业研发中心被评为“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2014 年禾丰牧业检测中心通过 CNAS 认证。
2014 年 8 月 8 日，禾丰牧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
牌上市，在过去的一年里，业绩逆势而上，国际事业进展
迅速，大批优秀人才加盟。禾丰牧业也正在尝试互联网销
售与传统销售的结合，并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平台——“逛
大集”。锐意进取的禾丰牧业团队向着“成为世界顶级农
牧企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展位号：EG07 E2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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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基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层叠式蛋鸡养殖设备

层叠式肉鸡养殖设备

1、降低人力成本：自动化程度高，实现自动上料、喂料、

层叠式肉鸡笼养系统，使养鸡实现工厂化、规模化成为可

饮水、清粪、环境控制全自动，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能。与平养比较，高密度的养殖，相同的土地可以养更多

节省了人工费。

的鸡，便于冲刷消毒的鸡舍每年可以养更多批的鸡。

2、设备先进：笼网采用先进的热镀锌工艺、耐腐蚀、
寿命长、坚固美观、不易生锈，是工厂化、集体化养殖的
首选设备。
3、投资省：同等养殖规模下采用层叠式养殖设备，饲
养密度高，节约土地，集约化程度高。
4、降低用药成本：层叠式养殖设备采用全封闭养殖模
式，实现了人鸡分离，大大改善了鸡舍环境，减少了外来
疾病的入侵，减少了死亡率。
相邻间立柱的距离为 1206mm, 层高为 590mm, 宽度（含
食槽）1530mm. 这样的鸡笼承受力更强，单位鸡笼空间更大。
C 型的立柱采用热镀锌板成型，更容易清理。
蛋鸡笼喂料方式采用行车式喂料，喂料行车前后往返
运行，匀料器把饲料均匀的分布在料槽里，饲料量可以调节。
这过程完全按照预先设定的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工作。带用
内沿的食槽，鸡只在采食时不会甩出饲料，节省了饲养成本。

智能的的通风系统，可以获得适宜良好的舍内内部通
风环境。
每层鸡笼布置有清粪带，鸡只和粪带不接触，鸡粪定
期清理，更低的氨气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可以改善鸡舍饲
养环境，减少禽病的发生。
笼养设备可以获得比平养更均匀一致的肉鸡群。
我们设计的鸡笼，每组的长度 1500mm, 宽度 1350mm,
高度 500mm，在确保结实的同时更有利于通风，提供给鸡
只更多的氧气，在全国各地多个规模公司的实践证明，我
们的鸡笼可以获得更好料肉比和成活率。
鸡笼框架材料采用镀锌板成型，笼网采用先焊接后热
浸锌的技术，保证很长的使用寿命。C 型的立柱有热镀锌
板成型，便于清理。
底网的设计和材质对肉鸡的生产非常重要。我公司的
底网采用塑料底网内嵌三条镀锌管以增强强度。合适的方

鸡蛋输送带把每列鸡笼的鸡蛋自动送到鸡舍前端 , 集蛋

形网格可以保证鸡粪漏出而不会在底网上发生堆积的现象。

装置将鸡蛋轻柔的传递到立式集蛋机上，每层鸡蛋进入各

肉鸡笼底网可自由抽动，抽掉笼底之后，鸡只滑落到

自的输蛋框内，不会产生碰撞现象。中央输蛋系统，将鸡

已清理干净的的除粪传送带上，鸡只被传送到横向输送带

蛋从鸡舍的前端转送到蛋房内。

升降机上，通过水平输送带，把肉鸡输送到鸡舍外面的圆
盘捉鸡机，直接可以装箱。

展位号：E1 馆 E04

72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畜博会看点

山东恒基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好乳真经》是朱师傅公司全球唯一推出的乳猪断乳

乳真经》的核心技术在抑制病原菌繁殖，增殖有益菌，促

高科技专利解决方案。《好乳真经》包含两个不可分离的

进肠道健康，调节机体免疫力等方面都有卓越表现。特别

部分，一部分为维生素与酶制剂等活性成分，一部分为微

是保育生长快、断乳抗拉稀的效果，得到种猪养殖者的一

量元素、酸化剂等其它添加组份。这一套装组合，旨在配

致认可。 朱师傅在全球唯一推出《好乳真经》乳猪断奶更

料时临时混合，可确保有效成分的最低贮存损失，保证产

低成本解决方案。将《好乳真经》（8%），与玉米（67%）、

品的新鲜营养，从而实现乳猪断乳抗拉稀，断乳过渡没应

豆粕（25%）即时配制，完全代替高价饲料，实现乳猪断

激的持久的可重复的效果，并换取保育期快速生长和全期

乳抗拉稀，断乳过渡没应激的理想效果，达到《好乳真经》

利益的增值功能，达到《好乳真经》的完美境界。

的完美境界。

《好乳真经》的作用机理和效果，业已被亚洲多所大
学和种猪养殖场的 200 多项田间试验所证实。研究表明，
《好

展位号：W1 馆 W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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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语：优瑞适让呼吸更舒畅！

产品特点：

商品名：优瑞适

1、巢释技术 稳定性好、速效长效

通用名：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

2、超滤纯化 无外源污染、安全高效

英

文

名

称：Swine Enzootic Pneumonia Vaccine，

Inactivated

3、冷爆提取 活性好、含量高
产品功效：
1、提高抗病力

产品特点：

配合药物使用，加快健康恢复

1、突破培养瓶颈

2、增强免疫力

抗原含量＞ 109CCU/ 头份，全程保护

配合疫苗使用，提高抗体水平

2、突破佐剂瓶颈
纳米水质佐剂，安全无风险
3、突破免疫瓶颈
联合免疫，呼吸更舒畅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语：人用标准、纯净高效的动物用转移
因子

74

地址：地址 :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 76 号空港商务
园西区 W2

商品名：泛易平

Http://www.ringpu.com 技术服务热线：400-022-8016

通用名：转移因子口服溶液

展位号：W1 展馆大企业特装展区 WB02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畜博会看点

广东海纳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力泰

别适用于出口养殖企业。

产品成分：为枯草芽孢杆菌及其活性培养物
产品功效：1 专注动物的肠道健康

普乐特

2 致力提高机体免疫力

产品成分：酵母及其活性培养物

3 提供抗菌促生长综合解决方案

产品功效：

产品特点：1 广谱抗菌，完全或部分替代抗生素，对大

1 抗菌促生长，抗革兰氏阳性菌，尤其针对耐药菌，不

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显著的抑菌效果，

进行膜攻击，避免肠道内非特异性损伤，可完全或部分代

对白痢沙门氏菌病及产气荚膜梭状芽孢杆菌等引发的坏死

替抗生素。对由猪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渗出

性肠炎有极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性皮炎、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腹泻和肺炎、金黄色葡萄

2 可全面启动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配合疫苗使用，可避免由于疫苗本身的缺陷或机体免疫功
能低下等原因引起的免疫失败，显著提高 ND-HI 等抗体效
价水平，效果更优于黄芪多糖等常规免疫增强剂；
3 清除病毒、细菌、寄生虫等产生的各种毒素，对病
毒病所继发的大肠杆菌、支原体感染有独特的防治效果，
与抗生素联用亦有增效作用；
4 优良的稳定性，可耐受高温制粒，抵抗胰蛋白酶和
胃蛋白酶水解，保证其经胃和小肠不被破坏，在较宽的 pH
值范围内亦可保持较强的活性；
5 显著促进动物生长，提高饲料利用率，在消化道内
发挥作用；
6 极佳的安全性，长期添加无任何毒副作用，无毒、
无害、无耐药性、无残留，是真正的绿色抗菌促长剂，特

球菌和无乳链球菌引起的牛乳腺炎、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
肠炎等有良好的防治效果，能提高动物生产性能。
2 调节肠道健康，促进肠绒毛的发育，维护肠道结构完
整，增强消化酶活性，提高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率。还能
促进有益菌繁殖，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降低腹泻发病概率。
3 增强免疫，可全面启动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
免疫功能，提高抗病力。
产品特点：
1、抗菌活性高：对革兰氏阳性菌如葡萄球菌、链球菌、
棒状杆菌、肠球菌等特别敏感；
2、热稳定性好：100℃保温 30 min，抑菌活性无明显
变化；
3、耐酸耐酶：pH 2 ～ 9 均能保持较高活性，胃蛋白酶、
胰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处理 2h，活性无明显变化；
4、天然活性肽、无毒无残留、绿色安全。

广东海纳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佛山市高明区沧江工业园杨和园区
电话：+86-757-88858688
传真：+86-757-88858668
网址：www.hinabiotech.com

展位号：W1 馆 W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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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博会看点

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高效化猪场规划设计与应用：
目前南牧高效化猪场的规划设计主要体现在：全场设

自动化送料设备：
猪舍机械送料设备是实现自动化养猪必不可少的设备。

备自动化设施配套、生物安全体系建立和高效集约化的养

随着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及人们对劳动环境要求的提高，猪

殖生产工艺流程，这几方面的有效组合形成高效模式在设

场对自动化饲养设备的需求增大。南牧自主研发的自动送

备应用方面的高效，主要体现在自动喂料、自动温控、自

料设备包括搅龙送料和链盘送料两部分，整体性能稳定可

动刮粪以及高压热水冲洗设备的应用等，大大节省劳动时

靠，并且有多个大型猪场的使用经验。

间和劳动强度；在疾病防控方面，生物安全体系完善，严
格管理制度相配套，以全进全出设计的生产工艺。目前由
南牧公司设计并承建的高效化猪场模式在温氏大范围推广
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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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1 馆 EB04，EA04

畜博会看点

北京昕大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君荟”系列产品开创生物保健新时代

“三君荟”系列产品是北京昕大洋集团联合来自中国
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的专家和德国专家教授，利用现代

4、安全、无抗、无残留、无应激、无毒副作用，不产
生耐受性。

生物技术，研制开发的纯绿色生物动保产品。其核心成份

产品功效：

为食腐动物消化道内微生物所分泌的一种独特功能性蛋白

1、生物快速止泻，不损伤肠绒毛，避免用抗生素治疗

酶和产细菌素丰富的有益菌等生物活性成份。此产品对肠
道有极强的保护调节作用，可有效止住畜禽腹泻和预防各
类腹泻的发生；经大量试验证明，对已经腹泻的畜禽使用，

易造成“前不拉，后不长”现象的发生；
2、有效保持肠道完整健康，提高消化能力，促进生长，
降低料肉比，增加养殖效益；

一次见效，两次痊愈，是畜牧业减少抗生素使用，提高机

3、增强抗病力，减少死淘率；

体抵抗力，保障食品安全的不二之选。

4、母仔保健，有效预防母猪便秘，提高奶水，增加仔
猪初生重和断奶重，提高仔猪初生和哺乳成活率； 每头母

产品特点：
1、科学配伍，协同增效。

猪每年多提供两头仔猪，仔猪初生重多一两，断奶重多一斤。
5、减少抗生素用量，降低药物残留风险。

2、生物广谱，快速恢复肠道健康。
3、起效快，效果稳定，显著提高免疫力。

展位号：W1 馆 W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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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博会看点

北京优利保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肉牛猛长肉 -5% 肉牛专用复合预混合饲料
肉牛猛长肉—5% 肉牛专用复合预混合饲料，是英美尔专
为 300kg 以后肉牛快速催肥促生长所设计的高效、高品质

育肥效果明显。对育肥期肉羊易发的异嗜癖、瘤胃酸中毒
等营养代谢问题也有较好的改善作用，促进肉羊的消化吸
收，降低料肉比，从而提高养殖户收益。

预混合饲料。
本品特添加了未知促生长因子，适用于 300kg 左右出栏
的快速育肥牛，对肉牛的后期催肥效果尤为显著。
产品还添加了反刍专用酶制剂、植物提取物，使肉牛对

以上两款产品可在公司官网、英美尔京东旗舰店、英
美尔淘宝直营店购买。
公司名称： 北京优利保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饲草的分解更彻底，吸收更完全，不仅节省草料，且能有

联系电话：400-011-7768

效减少粪便蝇蛆。

公司邮箱：623018634@qq.com

贪吃猛肥 -4% 肉羊育肥期专用预混合饲料
贪吃猛肥 -4% 肉羊育肥期专用预混合饲料，是英美尔专
为 25kg 到出栏的肉羊催肥所设计的预混合饲料。
产品能有效补充肉羊营养，及时补充肉羊长肉所需维生
素、微量元素及促生长因子等营养，壮骨强膘、长肉快，

78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公司官网：http://www.bjyme.com
英美尔京东旗舰店网址：
http://mall.jd.com/index-184009.html
英美尔淘宝直营店网址：
https://yme2003.taobao.com/

畜博会看点

河北飞龙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河北飞龙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河北省

饮水、孵化及智能数字化鸡舍环境控制系统，实行“全进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部首

全出全封闭一段式”的饲养方式，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居国

批国家肉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河北省重点种禽场，飞龙

内领先水平。

公司拥有河北省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祖代肉鸡繁育基地，
其种鸡生产及产品销售均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公司总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注册资本金 4560 万元。
下设鹿泉、宁晋、清河、平乡、威县、柏乡等 6 个祖代肉

公司的 AA+ 和罗斯祖代种鸡引自美国安伟捷公司，该
品种占领国内 80% 的肉鸡市场。
公司直属企业现有员工 490 人，在动物遗传、繁育、饲养、
卫生防疫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汇集了 50 多位中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专业技术实力。

鸡繁育基地，以及父母代种鸡场、孵化场、技术服务中心
和生物饲料等共 10 个分场（部），占地 600 余亩，16 万套
祖代种鸡存栏规模，2 个年孵化规模分别为 550 万套和 750

河北飞龙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愿携手业界同仁，共创中
国农村美好明天。

万套父母代种鸡的孵化场。
公司各祖代场布局合理，环境优良，装备有自动喂料、

展位号：WL07-B W3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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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飞腾温控机械有限公司
青州飞腾温控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温控专业设计、
制造、安装、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环保型企业。

理念，以卓越的品质、一流的服务不断开拓进取，为客户
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及售后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有畜牧风机、工业厂房专用风机、屋顶
自动通风机等通风降温系列：湿帘、冷风机、水冷空调等

您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

室内降温系列；全自动热风炉、全（半）自动燃煤燃油热
风炉、引风机、暖风炉等加温系列。产品广泛用于农业、
花卉业、畜牧业、纺织车间、厂房、化工、茶叶、烟草烘干、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青州飞腾温控机械有限公司参观、
指导和业务洽谈。

网吧、商场、超市、木材等行业。
我公司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营

80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展位号：WL06-B W3 馆

畜博会看点

青州工乐电扇有限公司
青州工乐电扇有限公司，是由青州市电扇厂改制后的
民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 1978 年，位于青州市工业
路 1388 号，现有员工 260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3 人，工程

2004 年投入生产的烟叶、干瓢烤房组为国内首创，实现了
烟叶、干瓢的优质烘烤。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手段完善，产品质量在历次

技术人员 12 人，品质管理人员 14 人。公司占地面积 40 余亩，

行业评比中名列前茅，并荣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公司

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3000 余万元，产品覆盖

已于 2004 年通过 IS9001：2000 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全国及欧洲，东南亚，中东，北美洲等。

2005 年取得产品进出口经营权，2006 年通过欧盟 CE 认证。

我公司是国家排气风机，工业壁扇，排气扇，农牧风

通过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规范的质量控制，产品质量可靠稳

机，湿帘，轴流风机，热风炉，烟叶烘烤专用热风炉，专

定，受国内外用户信赖。公司愿以过硬的质量，公平的价位，

用风机，Y 系列小型电动机的专业生产厂家，生产的“工乐”

优良的售后服务与广大用户共创伟业，热诚欢迎来公司指

牌产品有九大系列四十多个品种，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矿

导洽谈业务。

企业车间，纺织，服装车间，大型网吧，库房，畜牧养殖
业封闭式禽舍，花卉大棚，温室大棚等场所的通风降温，

展位号：WL25,WL26,WL31,WL32 W3 馆

增温补温，及木材、食品、化工烘干等。2003 年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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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博会看点

沈阳华美畜禽有限公司
沈阳华美畜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总部坐
落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兴农路 25-1 号，总占地面积 100 万
2

繁育与推广，商品代鸡雏东北地区市场占有率领先。
华美畜禽以“打造国际标准中国领先的健康安全种禽

m ，总资产 5 亿元。是一家涵盖祖代种鸡饲养，肉、蛋父

产品”为愿景；以“博采众长，共攀高峰”为企业精神，

母代种鸡饲养、繁育、推广，饲料加工，商品肉鸡饲养，

凭借高素质的管理队伍、高起点的研发团队、科学合理的

商品蛋鸡饲养，绿色蛋品生产，肉鸡屠宰和肉类熟食深加

企业布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完善的管理体系，必将引

工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华美公司拥有

领中国家禽业的发展，为国人食用更加“安全、健康、营养”

全资公司 17 家，控股公司 2 家。公司禽肉熟食产品出口交

的产品，做出贡献！

货值连续多年位居沈阳市农产品出口创汇榜首。公司作为
全国首家海兰祖代种鸡引进企业，自 1985 年开始连续 30

主打产品：海兰褐蛋鸡雏、鸡肉熟食制品

年从美国海兰公司引进祖代鸡数量全国领先。华美畜禽以
科学的养殖管理实现了祖代种鸡、肉蛋父母代种鸡饲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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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K07 W3 馆

畜博会看点

青州工乐电扇有限公司
嘉德公司成立于 1995 年，主要从事种鸡 / 商品鸡 / 种
鸭 / 商品鸭的平养 / 笼养设备，德国 Meller 蛋鸡笼 / 肉鸡笼
中国总代理，同时代理销售意大利 SKA 平养设备。

全自动肉鸡笼养系统
1、 整个系统清洁和消毒非常简便无需垫网，降低劳
动强度；
2、 框架采用热镀锌处理、数控加工，精度高、造型

自动盘式喂料系统
1、 料盘直径为 360mm，pp- 聚丙烯材质；
2、 分 16 档位可调；
3、 盘间距为 4 盘 /3m；
4、 种鸡盘式喂料系统较链式喂料系统料位多、饲养
量大。灵活的升降系统，使料线升起后，增加了鸡群的活

美观；笼体为热镀锌处理，具有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3、 鸡只活动区笼高 500mm，侧网可以保证整个鸡舍
的最佳通风；
4、 可轻易开启整个鸡笼门网，方便近距离观察鸡只，
进鸡快速、简单；
5、 柔软且具弹性的塑料地板，可防止鸡胸损伤并可

动面积。料盘上设置有带数字刻度活动格栅，可准确方便

改善足部清洁、健康状况，从而提供了极佳的卫生环境；

的调控格栅格度，能有效阻止公鸡偷食。该料线冲洗清洁

6、 自动清粪装置，最大程度上减少舍内氨气排放；

方便，进鸡前一次性悬挂安装，终生使用。

7、 活动地板操作简单，能够快速转出肉鸡。

诸城市育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相州工业园
电话 / 传真：0536-6492518
E-mail：info@jiadejixie.cn
展位号：WL25,WL26,WL31,WL32 W3 馆

Http：//www.jiadejixi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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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博会看点

西安庆安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庆安畜牧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庆安畜牧）是中
航庆安集团的下属子公司。是研发和制造现代化禽畜饲养
设备的专业化企业，是我国家禽全自动饮水设备的龙头企
业。
公司成立于 1981 年，随着中国畜牧业自动化养殖设备
的不断发展，庆安畜牧不断研制新的产品已适应养殖技术
的更新，以 QZH 为品牌的畜禽设备，以优良的品质和满意
的服务，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产品形成禽、畜饮水系列、喂料系列、禽舍环境控制
等成套设备以及禽、禽蛋运输设备。拥有先进的产品检测
设备和手段，建立了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对产品质量提
供了可靠的保证。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是中国畜牧协会成员单位，中国家禽协会理事单
位，全国优秀家禽企业，中国畜牧工程学会副会长单位。
荣获“2011 年度畜牧机械行业十强企业”、是“中国畜牧
设备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绞龙式喂料线获得“创新产
品银奖”。
公司经过在畜禽行业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建立了全方
位的营销网络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建立有自己的网站
和微信平台，是阿里巴巴的金牌会员。产品从 1990 年开始
进行外贸销售，产品远销非洲、中东、日本及东南亚国家

展位号：WK05 W3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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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区和南美及澳大利亚等地。

畜博会看点

青岛鑫福泰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鑫福泰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家禽、
家畜养殖设备的公司。
公司常年承接交钥匙工程，供应以下产品：
钢结构畜禽房舍 / 欧洲肉鸡笼、蛋鸡笼及育雏笼 / 环境
通风系统 / 料塔及输送系统 / 家禽家畜喂料喂水系统 / 家禽
家畜舍内地板 / 猪栏 / 手、自动产蛋箱等。
鑫福泰不断与全球各地顶尖知名企业合作，不断提升
公司的技术科研水平，力争为客户提供技术含量最精、实
用性最强，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同时配套最舒适的销售及
售后服务。

XINFUTAI Global System Co., Ltd.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poultry and pig equipment. The company is
involved in turnkey projects and supply the following quality
products:
Steel structure / Feeding and drinking system both for
poultry and for pig / Ventilation system / Cooling system /
European cage system for layers pullets and broilers / Pig crates
and pens / Slats for poultry and pig houses / Breeder systems
including manual and automatic nest system / Silos and feed
transportation and much more.
XINFUTAI cooperates with leading compan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adopt new technologies and
maintain good quality and good service to its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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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0 年，总部位

原种猪场 1 个、孵化场 4 个、饲料厂 3 个、有机肥厂 1 个；

于山东省烟台市，主要引进、繁育世界优质畜禽良种，向

拥有“山东鲁南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山东益生畜禽疾

社会推广父母代种雏及商品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

病研究院”、“江苏益太种禽有限公司”等 8 个子公司，

已成为集祖代肉种鸡、祖代蛋种鸡、父母代肉种鸡、原种猪、

拥有“山东益吉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宝泉岭

祖代种猪、饲料、兽药、畜禽疾病研究院、生态奶牛养殖、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等 3 个合资公司及“黑龙江宝泉岭分

牛奶加工、生态蔬菜、粪便生物处理及有机肥加工等产、研、

公司”。

销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并于 2010 年成

益生股份是中国饲养祖代肉种鸡规模最大、品种最全

功上市（股票代码：002458），成为以“畜禽良种”为核

的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祖代蛋种鸡进口企业，15 年祖代

心竞争力的上市公司。

肉种鸡进口量约占国内进口量的 35%，祖代蛋种鸡的进口

益生股份现拥有 53 个直属场 ( 厂 )，其中，祖代肉种
鸡场 21 个、祖代蛋种鸡场 7 个、父母代肉种鸡场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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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国内进口量的 78.2%，益生股份祖代肉种鸡和祖代蛋
种鸡的进口量已连续十年雄踞全国第一。

畜博会看点

北京四方新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方新域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根植于中国农牧行
业，旨在发展、开拓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一家畜禽生产设
备与系统的专业供应商。随着公司的成长壮大，已从最初
的畜禽舍环控设备和孵化环控设备的局部领域逐步发展成
了具备提供先进的畜禽舍、孵化场、特种动物养殖全面解
决方案的系统供应商。

专业化的技术团队和行业专家提供从规划设计到产品、
系统开发；专业化的生产、安装、售后团队是优秀的产品
和系统的保证。

四方新域公司一向致力于创新和技术更新，目前公司
拥有多项实用专利，并在养殖设备和系统中得到了良好的
应用。

常州中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安科技致力于寻求最先进的动物药物注射和智能监
护技术，我们专业从事现代农业和现代畜牧业智能注射和
智能监护检测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通过不断的技术
创新和产品研发，将最新的安全智能注射和智慧农业技术
带入中国，创造出适合于现代设施农业和畜牧业的优秀产
品。我公司现主营产品为：幼禽疫苗自动注射器、成鸡自
动注射器、猪用无针注射器和智能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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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闽台机械有限公司
福州闽台机械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5 年，是一家专业生
产禽蛋加工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是
国内规模最大的蛋品加工设备制造企业之一。产品可根据
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功能选配，在追求精湛的工艺及质量
的同时，更大限度地展现出产品的实用性。公司现有 12 个
系列 30 多种蛋品加工设备，主要产品有全自动蛋品清洗分
级机、鲜（咸）鸭蛋清洗机、蛋品分选机、蛋品剥壳机及
生产线、打液蛋机及生产线、卤蛋生产线、农场包装机等。
我公司生产的农场包装机是一款现代化蛋品包装机型，
该设备可直接对接鸡舍的中央集蛋系统，对蛋品进行自动
装托。通过整列输送，调整蛋品大小头，并保持蛋品大头
统一朝上。并采用了纵向旋转系统，单枚蛋品传送，直向
输送通道，实现蛋品的高效传送处理。同时利用一套特殊
的装托装置，适应不同规格、材质的蛋托，将禽蛋轻柔放
置于蛋托中。农场包装机可广泛使用于蛋鸡（鸭）养殖场、
蛋品加工厂，可有效降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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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金山工业区福湾园盘屿路 861 号
ADD：No.861，Panyu Road,Fuwanyuan,Jinshan Industry
Area,Fuzhou.China.
电话（Tel):0591-87640883/87640882
传真（Fax）：0591-87640881
邮箱（E-mail）：mtyzz@126.com

畜博会看点

青岛天牧源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天牧源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

设计方案和更先进的设备”。作为业内企业，我们将以国

岛，是国内畜禽养殖机械领域的新秀，公司集产品研发、

际质量标准快速高效的服务和合理的价格与您合作，与您

工程设计、制造、安装与服务为一体，主要产品包括鸡、鸭、

共创美好未来！

猪、兔等畜禽的自动饮水设备，自动喂料设备，畜禽舍通
风降温设备，环境控制设备，肉鸡立体笼养设备及蛋鸡笼
养设备等。

公司以诚信铺就未来，以质量赢得信赖，以创新谋求
发展，以“服务客户，成就员工，贡献社会”为企业宗旨，
不断凝练“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公司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研发及服务团队，完善的营
销团队，汇集海内外产品信息，在本公司得以孵化，可以

联系人：孟红玉

第一时间使您获得资讯，最大限度的为您创造价值，公司

联系电话：15305326587

的承诺—同样的质量，我们的价格更便宜；同样的价格我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红埠社区居委会东

们服务更好！我们的目标是：“努力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

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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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州邦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青州市邦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交
通十分便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条件，使得邦驰
畜牧设备公司得到客户的好评。山东 . 青州市邦驰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系列轴流风机，鸡、鸭、猪、
兔等畜禽的自动饮水系统、自动喂料系统，畜禽舍温室降
温设备及环境控制系统。新一代标准化肉鸡养殖设备，关
键零部件中的料线绞龙从材质优良的南非进口、料位传感
器及温控仪从技术先进的以色列进口，水线由荷兰进口，
风机采用国产出口大型风机，极大地保证了整套设备的性
能稳定性和先进性。公司产品全部经过严格的性能测试和
反复的实地试验，产品质量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 公司销售及
售后服务网络。

电话：0536-3523568
手机：15169686322 13475681696
传真：0536-3289105
邮箱：admin@sdbangchi.com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区巴黎路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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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宝一饲养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宝一饲养设备有限公司是韩国 BO-IL 工业株式会

肉鸡机器人养殖设备增加了底网自动移动功能，肉鸡出栏

社于 1995 年在中国天津投资兴办的韩国独资企业。（韩国

时不需要人工抽拉底网，实现了全自动化出栏，提高效率，

BO-IL 工业株式会社始于 1965 年，1992 年开发生产现代化

节省人工和时间。肉鸡机器人全自动化出栏笼养设备已获

全封闭式笼养设备。1997 年开发生产出全自动供料系统。）

得中国、韩国等五个国家的专利。

我们公司生产的直立式（层叠式）蛋鸡、雏鸡和肉鸡

目前我们的雏鸡、蛋鸡和肉鸡养殖设备不仅销往河南、

机器人养殖设备均采用全封闭式管理。从饲料的供给、鸡

山东、山西、湖北、江苏、辽宁，还远销到韩国、日本、朝鲜、

蛋收集、供水系统、鸡粪的干燥及处理、鸡舍内的通风等

欧洲、非洲等地。

系统全部采用全自动控制。可以节省饲料，有效防止外来
疾病的侵入和传播，而且延长蛋鸡的产蛋期、提高产蛋率，

天津宝一饲养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电话：

真正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同时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022-24963447/0536-835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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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闪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闪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闪联科技）于 2009
年注册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研发、运营中心位于北京中关
村核心区。闪联科技长期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畜牧业发展中

化服务。
养殖贷款 联合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向养殖企业提供
优惠贷款，解决养殖生产经营过程的燃眉之急。

的热点难点问题，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充分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等高新科技，为畜牧养殖企业提供动保服务、养殖
保险和金融贷款等专业化服务，保障畜牧生产安全，降低
畜牧养殖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构建新型畜牧服务业生态
体系。

服务内容
动保服务 整合丰富的兽医师资源，在全国组建专业化
畜牧服务队，向养殖企业提供戴标、免疫、诊疗、配送服务。
养殖保险 国内首家面向畜禽保险第三方服务平台，为
广大保险客户和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保前、保中、保后专业

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4 年起使用瑞士
布勒先进设备专业生产“粤江丰”牌维生素预混合饲料及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多年来，公司秉承“诚信为本、
务实高效”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安全第一，严格按照
ISO9001:2008 和 ISO22000:2005 体系标准全程管控生产。
2013 年，公司扩大产能，在子公司广州市江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广东省从化市鳌头镇）新建 5000t 维生素预
混合饲料生产线。新生产线采用全套布勒公司设备，实现
了电脑自动化配料、数字化管理、全程 Wincos 质量追溯系
统，确保了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的科学、稳定、安全、精确。
2015 年 1 月，广州市江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批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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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东昌府区华泰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无动力风机又称无动力通风器、屋顶通风器、无动力

之内可安装完成。

风帽、无动力风球、不锈钢屋顶风机。无动力风机是利用
自然界的自然风速推动风机的涡轮旋转，及利用室内外空
气对流的原理，将任何平行方向的空气流动，加速并转变
为由下而上垂直的空气流动，以提高室内通风换气效果的

无动力风机使用成本
零成本的操作费用、客观的能效、经济的安装费用、
低廉的维护成本。

一种装置。该风机不用电，无噪音，可长期运转。其根据
空气自然规律和气流流动原理，合理化设置在屋面的顶部，
能迅速排出室内的热气和污浊气体，改善室内环境。

无动力风机用途：
1、无动力风机产生空气对流，排散热气。
2、无动力风机减低空调负荷、增加室内新鲜空气。

无动力风机组成部分的性能介绍：
1、弧形风叶是经过科学的计算的最佳结果，能严格保
证工作状态下绝不会让雨水侵入。排风效率高，只要在不
低于 0.2 公尺的微风或室内外温度差超过 0.5℃，即可轻盈、

3、无动力风机抽出屋顶湿气、霉气、蒸气、保持楼顶
干爽。
4、无动力风机代替重型电排风机、减低支架成本节省
电费、减掉噪音。

有效地运转。
2、中心轴设有精细台阶，使在高速运转下涡轮的风叶永
不变形，从而大大的提高了通风机的使用寿命。

联系人：13869560055
传 真：0635-8809717

3、变角颈管设计，可以使通风机在 0-22.5 度斜面下随
心所欲的安装，安装工程十分简便，一般人大约三十分钟

展位号：W4 馆 WM25，WM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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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市润田温控设备有限公司
塑钢皮带推拉式风机
◎大厢与集风器采用 ABS 塑料合金一体注塑成形，耐
腐蚀，不变形，使用寿命更长
◎产品永久耐腐蚀，扇叶噪音小，风力大，易清洗，
绝缘强度高，安全系数高等优势。
◎扇叶采用合金塑料一次注塑成型，达到不变形，不
断裂，美观耐用。
◎百叶打开关闭自如，达到不阻风、关闭严密、并起
到防尘、防风、防雨等作用。
◎推拉机构开启装置采用 PA66 工业尼龙注塑加工而
成，具有强度高、寿命长、导向顺畅等优点。

塑钢直联推拉式风机
◎采用电机直连方式带动扇叶工作，减少摩擦，噪音低，
运行更平稳
◎全塑风机系列产品均采用 CAD ／ CAM 设计，具有
超强的耐腐蚀、噪音低、风量大、运行
平稳、寿命长、效率高等特点，并有百叶自动开启、关闭
系统。达到防尘、防水、美观等效果，是现代化厂房降温
通风的最佳选择。
◎全塑风机具有持久耐腐蚀特性，其整体结构为塑钢
一体装配而成，具有耐腐蚀、抗老化、
易清洗、噪音低、更安全等特点，使用寿命是普通铁制风
机的 3—5 倍。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区
电话：0536-3525151 13780803343
传真：0536-3525151
网址：www.runtianwk.com www.sugangfengji.com

展位号：W4\E3 馆 WM46，EI31，EI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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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探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探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经
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省饲儿”是探感科技旗下一直致力于物联网养猪技

180mm（φ30mm 电子耳标）；
160mm（φ20mm 电子耳标）
电池：DC7.4V 可充电锂电池

术研发的主打品牌，“省饲儿”将智能饲喂设备及饲喂大

接口：5 芯航空插头

数据软件平台两者有机结合，为养猪人提供及时、准确、

通信参数：9600，8，N，1

便捷的饲养服务，“省人、省料、省心”是“省饲儿”的

防护等级：IP67

核心理念。

工作温度：0℃ ~40℃

“省饲儿”让养猪人更省事。

存储温度：-40℃ ~70℃

“省饲儿”让养猪人更赚钱。

产品型号：ETAG-ET01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小府 2 号（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
联系电话：010-62876646 18600545758
联系人：董洁敏

产品型号：ETAG-R08
用途：动物身份识别标签
工作模式：无源被动式信息传送
特点：防动物撕咬结构和颜色设计、防水结构设计、
用途：饲喂现场管理，动物身份识别
工作模式：手持感应识别、协同智能手机访问中心数

芯片母扣式设计可重复使用，体积小、重量轻
颜色：肉粉色
尺寸：（公扣）最大直径 30mm，总高度 22mm

据库
特点：阅读距离较远、可识读专用信息、防水防尘、
棒形设计便于现场动物识别、支持蓝牙通讯

（母扣）最大直径 22mm，总高度 12mm
重量：（公扣）1.8 克，（母扣）4.7 克

颜色：黄色

工作频率：134.2KHZ

尺寸：470mm×80mm×80mm（长 × 宽 × 高）

协议制式：FDX-B

重量：460 克（含电池）

标准：ISO11784/11785

标准：ISO11784/11785

芯片：512BIT(30 年）

工作频率：134.2KHZ

芯片数据：只读或一次可编程或多次可读写

协议制式：FDX-B

肉眼识别：大字号激光打码

液晶：128×32 点阵

使用方法：可重复使用

阅读距离：100mm（φ2.12mm×12mm 玻璃管）；

工作温度：-20℃ ~55℃

70mm（φ1.5mm×8mm 玻璃管）

存储温度：-4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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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8 年，2010 年
9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02477），被业界誉为“中国养猪第一股”。雏鹰农牧集
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并承载着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的重任！
雏鹰农牧集团以让国人吃上安全肉为己任，致力于开
展以生猪养殖全产业链为方向的战略布局，目前确立了包
括生猪养殖、粮食贸易、互联网三大版块的核心战略，已
发展成为拥有粮食贸易、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
冷链物流、线上业务等完整产业链体系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集团。
集团在不断扩大普通猪养殖规模的同时，于 2011 年积
极探索生态养殖新模式，在三门峡投建全国大型标准化生
态养殖基地，自主培育的三门峡雏鹰黑猪，是我国生猪养
殖领域首个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连续两届获得由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金猪奖”。集团
2012 年又在西藏林芝地区投建藏香猪生态养殖基地，从而
形成了高端藏香猪——生态猪——普通商品猪的产品体系，
并在行业内率先构建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将危害分析
与关键控制点应用于从农场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实现食品
安全的全环节可控。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 成长 价值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世纪大道 1 号 邮编：
451162
股票代码：002477 www.chu-ying.com
全国服务热线：400-111-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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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乐彩农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天津乐彩农牧电子商务

大势，积极拥抱互联网，建立综合服务平台。未来乐彩农

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农牧

牧将凭借产品、渠道、营销、服务等多方面优势，成为互

互联网企业 , 首期投入 5000

联网 + 农牧行业发展的领导者。

万人民币，三年内计划投资

乐彩农牧帮您致富，拥抱乐彩，走向未来

2 亿元人民币，用于完善平

乐彩平台优势：

台和拓展及推广业务。

产品 : 兽药、饲料、添加剂、器械等全方位产品服务。
技术 : 在线诊疗、客户服务、精准诊断等全方位技术服

乐彩农牧致力于农牧互
联网建设，以成为中国农牧行业最大的产品交易和综合服

务。

务平台为目标，以“合作共赢、便捷服务、让价格回归价值”

资讯 : 原料行情、畜产品行情等全方位信息服务。

为经营理念，打造真正的互联网 + 农牧，建立一站式立体

金融：养殖保险、金融信贷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服务平台，真正利用互联网资源，解决有关养殖领域的种

中介：专业人才桥梁、企业及养殖资源交换等全方位

种问题。积极推动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优化畜牧业全产

中介服务。

业链经营环节。
当前农牧电商正在崛起，乐彩农牧着眼于未来，顺应

乐彩 让养殖快乐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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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蓝思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蓝思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日照原种猪场）
是专业从事种猪产业投资及种猪育种的现代生猪产业集团，
是集遗传育种、人工授精、繁殖选育、技术推广于一体的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英系大约克夏、美系长白、美系杜洛克、
美系巴克夏原种猪的繁殖选育与推广，目前公司总资产 3.2
亿元。公司下辖日照原种猪场、江苏天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广利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寿光分公司四大育种基地，
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
2014 年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成功申报承担了山东
省“泰山学者”种业支撑计划项目 -- 优质节粮型新品系猪
培育，培育肉质优良、生产性能优异、料肉比低且符合国
内市场需求的节粮型新品系。
2015 年 7 月， 江 苏 天 润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200 头
GGP（原种）猪标准化繁育基地已正式建成投产。
2015 年 7 月，“蓝思种业”股票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日照市首家在“新三板”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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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企业。股票代码 833273。
公司场房配备有国外引进的高效率母猪自动化饲喂管
理和种猪个体生长性能测定设备，不断测定选育优良种猪
基因，持续提升公司种猪群遗传性能，保证为社会提供优
良种猪。

畜博会看点

江西增鑫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养猪设备、猪场建设与猪场管理综合服务商

公司坐落于江西省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园，2006 年 7

畜牧生态养殖、猪场管理四大系列产品及服务，实现了从

月创立，现注册资金为 3000 万元，员工近 400 人，占地面

猪场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全套设备配制及管理一条龙

积 55 亩，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2014 年 9 月被授予高新

服务。

技术企业。公司目前有畜牧设备制造与配套、畜牧工程、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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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奥工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市奥工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病害动物

客户解疑答惑。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提供设备安装调试、

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处理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的

人员培训、技术改造等多项服务。并设有备品配件供应中心，

省级制造厂家。公司占地面积８0000 平方米，拥有先进的

保证设备配件的及时供应。

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通过吸收学习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
制造理念和处理经验。

奥工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可将畜禽尸体经过灭菌、干
燥等程序将其完全分解为油脂和肉骨粉末。其中油脂可制

公司设计研发了一系列的动物无害化处理设备、畜禽

作工业用油、饲料用油和生物柴油，骨肉粉末可制作高蛋

废弃物化制设备，对提高动物防疫质量和废弃物资源利用

白饲料和有机肥料，两者都具有很高的市场潜能，其成品

方面效果显著。承揽畜禽无害化处理交钥匙工程。公司以

被广泛的应用到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机械和化工

“用户至上、质量第一、服务诚信、技术先进、产品一流”

等领域。

为宗旨，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开拓创新。公司拥有雄厚的
技术实力和高素质的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有专业工程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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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以一流的设计、一流的质量、一流的售后服务
助您的事业兴旺发达。

畜博会看点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农业部和北
京市政府共同投资建设的国家级重点种猪育种基地、国家
生猪核心育种场。2016 年 3 月中心再次从国外引进海波尔
公司利用基因组技术生产的 880 头原种猪，使用 FARM 种

网址：http://www.bbsc.com.cn
地 址：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上 庄 镇 前 章 村 西、 电 话：01062476277
邮编：100194

猪育种软件，实现了国际间同步育种。目前中心拥有 12 个
种猪场和中荷畜牧培训示范中心、SPF 猪育种管理中心、
种猪性能测定站和农业部北方地区 SPF 种公猪站等单位。
中心是集科研、育种、生产、销售及培训服务为一体
的大型种猪生产企业，拥有“中育”品牌种猪，品种有大白、
长白、杜洛克、皮特兰原种猪和优质父母代种猪。中心高
度重视育种工作，育种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关键，经过中心
培育选育的种猪销往全国各地，并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期待着您的光临！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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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效，绿色环保农牧设备的战略合作伙伴
——杭州至正实业有限公司
向您倡议：请对含铅 PVC 围板、料线管 say: NO!

亲爱的农牧朋友们、畜牧设备厂商朋友们及 PVC 板材
管材生产单位：
今天我们真诚地向您发出呼吁：请对含铅 PVC 围板、料
线管 say: NO!
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之一，PVC 管材、PVC 板材在日
常生活中触目可及。早在 2006 年年初，含铅热稳定剂在
PVC 管业被禁的消息引起了业界不小的震动。因为专家研
究发现，用铅盐做稳定剂的 PVC 给水管，重金属铅会从管
道中析出，从而直接造成饮用水的污染。铅的毒性极强，
直接损害人与动物的神经系统、造血系统和消化系统。凡
是使用铅盐稳定剂的 PVC 管材埋入地下，管子周围的土壤
会出现重金属超标现象；用于空中的电线电缆中铅盐随雨
水的冲刷也会被带入土壤。
近年来，畜牧业规模化、集压化、自动化的建设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大规模应用 PVC 板材、管材也已然成
为国内外流行的必然趋势。杭州至正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2008 年开始涉足农牧行业，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现已开发出产床、保育围栏板、
育肥栏、自动喂料输送管、高强度塑料漏粪地板、干湿分
离刮粪机配套导尿管等专用于畜牧行业的系列塑料制品。
随着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与了解，在 2008 年底，本着对社会
负责、对职员身体健康负责的态度，公司在总经理祝建文
先生的要求下，自我革新，杜绝使用一切含铅热 PVC 稳定剂，
以达到公司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均不含铅的目的，做到出口
内销一个样，产品品质同欧美等发达国家同类型产品媲美。
目前国内 PVC 饮用水管无铅要求已经成为国家标准之
一，但对于还没有一个国家标准的 PVC 中空板行业，滥用
含铅热稳定剂的现象普遍存在。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
然而然。杭州至正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目前国内畜牧业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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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VC 中空板生产厂，在大建设高潮到来之际，郑重地发
出“畜牧养殖业禁用含铅 PVC 板、含铅 PVC 管”的倡议，
希望广大的农牧朋友们、畜牧设备厂商朋友们及 PVC 板材
管材生产单位们，可以共同遵守这一约定，本着对自己负
责，对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的未来负责的态度，同舟共济，
保护环境！

畜博会看点

江西奥斯盾农牧设备有限公司
开创垂直通风新时代
——爱沃克猪舍
爱沃克（AirWorks）猪舍，全球首家有垂直通风专利
猪舍，彻底改变了猪舍结构和通风模式，新鲜的空气、干
燥的地板、舒适的环境（冬暖夏凉）带来更少的疾病、更
优的料肉比以及更少的人力， 爱沃克（AirWorks）是一个
革命性的猪舍，完全颠覆了以往所有的换气模式，是在全
球具有专利的产品。整套系统已经经过超过 20 年的研究和
测试，AirWorks 系统会让您的猪更好的表达其遗传的潜力，
新鲜的空气直接从屋顶垂直进入到漏粪地板里，因此提高
了空气的质量并大幅度的增加了猪舍的有效养殖面积。
奥斯盾，创建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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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特养殖废水处理专家
麦斯特是专业致力于环保水处理领域之大型高新技术

超稳定、低成本的离子气浮系统在杭州江南养殖、全

企业，全球水处理领域专业供应商，享受国家财政支持。

信种猪、立华牧业、临东农业、金农养殖、宁山种猪等上

麦斯特亚洲工厂是全球最著名、生产规模最大的离子气浮

百家养殖企业高效运行着，在全球每天有超过 5000 万 t 的

制造商。300 多名麦斯特员工融合最顶尖的分离技术和装备

水经过麦斯特离子气浮系统处理成为洁净的水，相当于 17

能力，以更专注的方式为全球市场提供了一万多套高效、

个北京市人口的用水量。

稳定的离子气浮系统。

麦斯特带来的不仅是全球最顶尖的分离澄清技术，更

离子气浮澄清器已经是养殖行业废水的必须

是水处理的未来。我们继续秉承“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去除率高、出水清澈

的理念继续为全球环保事业而奋斗，携手共建全球文明生

节省初始投资

态！

降低运行费用

麦斯特 ---- 全球水处理专家

减少占地面积

颠覆传统 科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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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奥斯盾农牧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永诚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诞生于 1992 年，是一

工作对种猪进行育种和研究。并与福建农林大学、江西农

家专门从事瘦肉型良种猪育种和培育研究及推广工作的企

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全国多

业。公司现拥有福清市永诚畜牧有限公司、（中美合资）

所高等院校建立起长期的科研、科教合作关系。

福建省永诚华多种猪有限公司、江西永诚农牧有限公司、

二十四年来，永诚人践行着“激情、共赢、责任、信赖”

福建诚多农牧设备有限公司、永诚种猪遗传 AI 中心等机构

的工作作风，公司曾先后获得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

的集团化企业。

溯企业、福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福建省无公害农产

二十四年来，永诚人以“引领种猪育种，改善人类营养”
为使命，坚守“真诚、严谨、专注、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念，
获得了行业的高度认可和客户的好评。福建永诚农牧科技

品生猪基地、全国十佳种猪育种企业、中国杜洛克种猪五
大品牌等诸多荣誉。
二十四年来，永诚秉承“永不止步，诚心服务”的企

集团为农业部首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全国首批猪伪狂

业宗旨，勇于探索、积极创新。坚持“代代领先，永不止步”

犬病净化示范场、美国华多（Waldo）合资企业中国联合会

的育种理念，挖掘种猪潜力，始终追求为客户提供全球长

主席单位。集团公司以福建省院士工作站和专家工作站两

速最快的种猪！致力于成为全球种猪育种行业领导者！

个科研平台为基础，整合全球种猪育种资源和技术。通过
对猪的全基因组检测等分子育种手段，结合常规数量遗传

5 月 18-20 日，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E3 馆 猪业养殖展
区 EJ07 展位，欢迎大家来交流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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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永高农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市永高农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河北省沧县

2、塞盘料线：转角轮尺寸 450*450mm，外壳压铸铝，

永高精密部件厂，始建于 1989 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研

内轮球墨铸铁，重量 10.1kg/ 套，日本 NSK 精密免维护轴承；

制、开发、生产自动化畜牧业养殖设备的公司；公司通过

原装台湾超大扭力重载硬面齿轮立式减速主机，三套内轮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河北省自动化养殖设备骨

传动；塞盘直径 50mm，采用德国进口尼龙料，盘内穿钉注塑，

干生产企业、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塞盘移位固定拉力≧ 800kg，钢索为直径 7mm 拉力 3.6T 高

企业、河北省著名商标企业，也是国家农业部支持推广的

锌钢丝绳。整机可输送距离 500m，带 20 个转角轮，输料

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公司集制造、销售、安装、服务为一体，

量 2t/ 小时。

以制造一流产品、建精品工程为目标之一，向系列化、精
品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公司拥有独立的进出口经营权，

网址：www.51yonggao.com

现下辖广州叠石贸易有限公司、永高广州分公司、合肥分

电话： 020-37089891（宋先生），0317-4910006（王先生）

公司，永高驻武汉、太原、哈尔滨办事处。

手机： 18688886195（宋先生），13903174418（王先生）

主打产品
1、玻璃钢饲料塔：独家采用 LRTM 真空灌注树脂成型
工艺，内筋为无碱玻纤复合毡，断面厚度均匀无气泡，弯
曲强度 230MPa，冲击强度达到 277kj/ ㎡，内壁光滑不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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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平度市金巢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桶式计量公鸡专用喂料系统简介
①

该系统为我公司独创，发明专利已获国家授权。

②

料盘的上盖两端有延长耳槽和定位槽，用管夹固

受到限制，从而防止了因抢食而造成的溅料、拋料，因此
节料效果明显。
⑤

由于能实现全封闭供料，送料时公鸡也无法吃到

定在料管上，在饲养环节中不因鸡的碰撞造成倾斜，始终

饲料，所以也不必天天升降，只是停在一个合适的高度即可，

处于水平状态。

这样也能减轻饲养员的劳动强度。

③

系统设计双拉杆牵引操作，一支拉杆负责统一调

整料量（群调），按对应的刻度锁定，保证料量的准确性
和一致性。另一支拉杆负责拉动封料球，能实现统一放料，
同步采食，最大限度的提高采食的均匀度。
④

⑥

以上优点能明显提高公鸡的饲养均匀度和健康水

平。
⑦

工程案例：山东益生种禽有限公司、莱阳春雪种

禽有限公司、青岛九联种禽有限公司、山东和康源种禽有

放料时，只有一小部分饲料进入盘底，大部分饲

限公司、新疆百佳肉业种禽公司、青岛大海种禽公司、河

料留在透明桶内，做到边吃边下，这样盘底的布料厚度就

泽兴君种禽公司、江东益太种禽有限公司、北大荒宝泉岭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曹县钟口乡仝楼村人和种禽有限公司、
江青岛恒大种禽有限公司、沈阳隆瑞牧业种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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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5- 羟基维生素 D3 也叫 25- 羟基胆化醇。25- 羟基维生

地址：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后村新兴工业园 11 号

素 D3 是 1995 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认证的

电话：0633-8846777

一般公认安全级（GRAS）维生素 D3 代谢物，经美国 FDA

邮箱：chinahnsw@126.com 网址：www.chinahnsw.com

批准可以在畜禽饲料中使用的新型营养型添加剂，我国于
2014 年允许中国企业生产与添加入禽、猪饲料中使用。
动物从日粮中摄取维生素 D 以后主要在十二指肠吸收 ,
首先被送到肝脏 , 在 25- 羟化酶作用下形成 25- 羟基维生素
D3, 在肝脏中保存。25- 羟基维生素 D3 的效价是维生素 D3
的 3-5 倍 , 它在刺激肠道吸收钙、调节骨钙和促进磷的吸收
方面比维生素 D3 更有意义。25- 羟基维生素 D3 通过血液
运输到肾脏 , 在肾近端小管 1α- 羟化酶的催化下 , 经过第
二次酶促羟化形成 1,25-(OH)2-D3，然后以 1,25-(OH)2-D3
的形式通过血液运至肠、骨骼等组织中发挥其生理功能。

25- 羟基维生素 D3 的优势
★与普通维生素 D3 完全不同的吸收机理，使血钙迅速
增高； ★直接吸收进入血液循环，避免因肝损伤或肝功失
调引起的维生素 D3 功能紊乱； ★有效调节免疫系统，促
进肠内容物免疫球蛋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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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633-884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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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易高空调有限公司
降低；如果温度不变，风速加快，畜禽的体感温度也会降低，
所以在畜禽不同的生长阶段要分别控制舍内的湿度、温度
和风速。

青岛易高空调有限公司
Qingdao Yigao Air-conditioning Co.,Ltd
全球化的高密度饲养需要精准的环境控制，HAILAN

Tel：+86-532-87784192 87784193

畜禽舍环控系统对畜禽舍内的湿度、温度、风速、二氧化

Fax：+86-532-87784184

碳和氨气含量等进行精准控制，以创造最适宜的养殖环境，

ADD：No.11 Huaxia Road,Zhonghuangbu Industrial
Park,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China

帮助客户最大化的提高效益。
在畜禽舍内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湿度增大，畜禽
的体感温度会变高；湿度减小，那么畜禽的体感温度也会

展位号：EN06

深亚达科技
地址：深圳市龙华街道梅龙路泽华大厦 2001
电话：0755-61860967
手机：13424164120 刘建
邮箱：szshenyada@126.com
网址：www.shenyd.com
视频：至腾讯视频搜索“嘉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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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格利特空气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格利特湿帘

菊花风机

1. 湿帘原纸采用独家签约买断的，比行业认可最佳质

1. 不 锈 钢 叶

量的佳木斯纸更高品质的精制纸 ( 产品代号 JJ)，其原木浆

片，采用克虏伯自

纤维原纸纤维更长更均匀，生产出的湿帘自然吸水能力更

洁不锈钢材料，冲

强，扩散速度更快，蒸发效能更持久，色泽更均匀亮泽。

压成型，每片扇叶

2. 胶水采用芬兰太尔公司生产的湿帘纸专用树脂，其

都经过静态平衡

固含量比国内市场上的普通胶水更高，达到 48~51%，生产

的测量分重，每台

出的湿帘更坚固耐用，长时间浸泡水中不发软、不萎缩，

风机的扇叶片结

更不会出现倒塌现象。

构都经过动平衡

3. 生产工艺严谨，通过原纸浸胶、高温烘烤、压制瓦楞、
高温定型、波纹纸上胶粘合，高温固化、精密切片、精细修磨、
严格检测等完整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原料配比、烘烤时间
都由专门技术人员定量定时配置，绝不存在为减少成本追
求产量而偷工减料删减工艺的不良制作。
4. GLITTER 湿帘，结合 1.5mm 高精级、阳极氧化铝合
金建筑型材、UPVC 饮水级别管件等高端配件，构造成美
观一体、安装简便、强
度高、抗锈蚀、结构紧

机动态平衡校准，
动平衡量控制在 1g 以内，达到国际同行业的最高水平。
2. 风机外框，采用 275G 超厚热镀锌钢板一次性冲压成
型而成，超厚的镀锌层保证了风机表面的耐久性。
3. 采用优质进口的 V 型三角带，强度高、寿命长，更换、
维护方便。三角带的松紧程度以食指和中指在三角带中部
压下 15~20mm 为最适宜。
4. 采用知名厂家的品牌电机，IP55 标准的防护等级及
F 级的绝缘等级，使得风机更加可靠。

凑、环保节能、经济有

5. 百叶窗，在风机不运转的时候严密闭合，能有效阻

效的湿帘降温水循环系

挡舍外的风和光线进入舍内。百叶窗中间叶片采用加厚的

统，再结合菊花风机正

镀锌板冲压而成。百叶片塑料联动装置采用加入抗子外线、

确使用维护下，使降温

抗老化剂的含油全塑料加工，润滑性好，寿命长。

效率高达 80% 以上。
5. 已 通 过 国 际

6. 离心打开机构，采用韧性高的增强尼龙 100% 原料
注塑加工，强度高寿命长。

“ROHS”认 证，所生

7. 风机提手，人性化的风机提手设计避免了在装卸和

产的湿帘不含对人体有

搬运过程中的不便，凹孔安装的结构避免了风机在安装到

害的苯酚等化学物质，

墙体中时破坏提手而影响风机的整体外观。

使用 GLITTER 高端湿

8. 铝合金皮带盘组件，法兰、皮带轮及轮毂都采用高

帘降温系统生成新风，

强度铝镁合金压铸制造，耐腐蚀性好。特殊的防水设计，

犹如清新的自然风一

使得水不能进入轴承。

样，健康环保。
展位号：W3\E3 馆 WL33.WL34，WL39,WL40，EI51-EI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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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关畜牧产业

「iSperm 亿观精估棒」弹指间提升您的牲
畜配种率
人工授精已成为繁育畜种必经的一部分，许多从业人
员花费心思在种母猪受孕状态的优化，却忽略种公猪的精
液质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精液质量不佳，受孕成功率自
然无法提升。如此一来，原本精液质量不佳、早该被淘汰
的种公猪，仍在场内消耗饲料不说；为了确保一定数量出
栏猪只而多饲养的种母猪，也提高了猪场的饲养成本，造
成不必要的浪费。为解决这些问题，「亿观精估棒」于焉
诞生！
與智能裝置 iPad 搭配使用，「iSperm 亿观精估棒」能
在 1 分钟之内帮您取得精确的畜种精液密度及活力，并且
自动形成数据记录，省却手动纪录的麻烦。除此之外，「亿

「iSperm 亿观精估棒」也能整合至既有的信息管理系统、
人工授精设备组中，欢迎相关业者洽谈合作。

观精估棒」的售价不到市售精子密度分析仪、位相差显微

公司：亿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镜价格的一半，即使是一般的自营农户也能负担得起，而

联络人：徐圣儒业务开发经理

且轻巧、好携带，方便于农场之间穿梭。针对养殖企业，

微信：jolandasayhi

我们更提供在线数据储存系统，让用户快速掌握下辖农场

电话：+886-921-429-921

的信息、生成分析图表，以更科学的方式分配农场资源、
提升获利。

展位号：E4 馆 EQ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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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泽银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雨泽药业是一家从事产品研发、生产及进出口贸易的
集团公司，总部设在山东省青岛市。雨泽药业在山东省文

使雨泽动物药业成为中国重要的动保产品生产基地。公司
产品销售到中国大部分省市及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登市设有生产基地——文登市雨泽银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由青岛雨泽药业研发中心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产品技

（原国有文登市兽药总厂）高新科技企业，始建于 1976 年。

术支持。公司致力于动物保健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

2

工厂总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厂区面积 7082m ，2006 年

为中国畜牧养殖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元月一次性通过了农业部兽药 GMP 验收 8 条生产线。拥有
现代化的 GMP 粉针剂、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粉

山东雨泽银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剂、散剂、预混剂、固体消毒剂、液体消毒剂及饲料添加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工业园龙翔路 18 号

剂生产线。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精

网址：http://www.easepharma.com

密的检验仪器、与国际领先的产品生产工艺技术相结合，

电话：400-61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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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英赛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英赛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由深具行业洞察力的

广州英赛特汇聚了兽医药理、预防兽医、药物化学、

创新团队于 2008 年创立的研发驱动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化工工艺、动物营养、药物分析、毒理学及基因工程技术

业。 英赛特公司专注于高价值的饲料添加剂及兽药新产品

等多科学人才。英赛特公司在中国率先（也是唯一）开展

的研发，在广州科学城国际企业孵化器及华南新药创制中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饲料添加剂及兽药新产品的化合物分子

心建有化学（克级到 kg 级）及综合生物学实验室，在广东

设计、合成、筛选及评价工作（化学发现）; 已申报 70 多

新会建有 2000 平方米的动物试验场，在广东南雄精细化工

项化合物发明专利 ( 中国及 PCT) 并已获授权。

园区建有 10000 平方米的化工合成基地。

艾美科健（中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专注高端头孢 专业优质服务
我们倡导健康养殖，提高动物福祉
艾美科健 ( 中国 )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诗仙路 1688 号
邮编：272073
销售电话：0537-2982818
用户服务：0537-2982878
网址： www.lksz.cn
邮箱：amicogen@126.com
展位号：W2 馆 W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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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战影科技有限公司
战影 2 号

本品加入了进口润湿剂，克服了禽类皮毛油性特性，

本品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高效、低毒卫生杀虫剂

并能改变禽类体表被毛表面张力，从而使药液能有效渗入

科学组方而成，具有杀虫谱广、击倒力强、杀灭速度快、

毛下；同时添加诱食剂，可使禽类寄生虫主动吞食和接触

持效期长等特点，对杀灭苍蝇有特效，广泛适用于家庭、

药物；因而对寄生虫的驱杀率可达 100%。

宾馆、学校、医院、写字楼、畜禽养殖场、仓库等场所防

２、附着性好

治卫生害虫。

本品能很好的附着在禽类皮毛上，缓慢释放出有效成
份杀虫，免除了一般杀虫药需要浸泡或涂抹才能有效杀虫
的麻烦，从而减轻了禽类应激和操作工的劳动强度。因本
品可在禽类皮毛上附着 30 天左右，从而把虫卵孵出的幼虫
杀死，这样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寄生虫反复发作的现象。
３、广谱、高效、低毒、对人禽安全
本品低毒，使用时对人禽安全，可直接对禽类喷雾杀
虫，且无须把料斗、饮水器等收起或覆盖，也不会引起中
毒，本品略有淡香气味，不会对禽类的呼吸系统造成伤害，
对种禽无任何不良影响。
４、使用方便 本品兑水后直接喷于禽类体表皮毛上即
可。
５、无药残问题 无药物残留，而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亘农虱螨灵—鸡螨、鸡虱子的克星
蛋鸡、种鸡体表奇效灭螨（虱）产品（外用药）
一次微量用药，持效达 6 个月以上！
无应激，对蛋鸡产蛋率、种鸡受精孵化无任何影响！
本产品是我公司技术人员联合农大专家在借鉴国外防
治禽类（尤其是蛋鸡、种鸡）体外寄生虫的基础上，采用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卫生原药和特效增效剂科学组方，研
制出的广谱高效，安全低毒，无刺激性气味，使用方便，
无药物残留的最新一代产品“亘农虱螨灵”。
亘农虱螨灵是目前市场上极少数可以对禽类直接喷雾
杀虫的杀虫剂之一，全方位用药可一次性彻底清除禽类体
表寄生虫；并具有柔顺和清洁禽类皮毛的作用。
五大优势：
１、配方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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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邦动物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达沃

久清堂芪贞

是由 2015 年河北地邦新投产的非最终灭菌生产线生产

精选黄芪、淫羊藿、女贞子等道地药材，结合世界领

的高端产品，第四代动物专用头孢——硫酸头孢喹肟注射

先的真空减压提取技术，可在不破坏原药材有效成份的前

液。采用独创的微乳化工艺，有效控制药物直径在 2μm 以

提下，将原方剂中的有效成份，以可直接进入机体循环的

下，均匀度更高，吸收度更好。本品抗菌谱广、毒性低、

分子形式 100% 保留，最后辅以先进的流化床一步制粒技术，

安全性高、残留少，性质稳定，组织刺激性小，不堵针头

使得药物的吸收利用率和使用效果进一步大大提高。

等特点。
【产品应用】

【产品应用】调免疫、抗应激、促生产。
1、平衡体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用于各种原因引起

1、猪、牛的呼吸系统感染及牛乳房炎的临床治疗。

的气血两亏，易感疾病的预防及调理。促进免疫系统功能

2、母猪保健，有效解决母猪子宫内膜炎、乳房炎、无

的修复，解除免疫制。

乳综合症三大难题。
3、仔猪出生，去势 、断尾，断奶三针保健，安全渡过
不稳定期。
4、本品溶媒与油苗完美兼溶，加入油苗免疫，可避免
疫苗应激，安全渡过免疫空白期。

2、保护肝肾，对病毒、细菌、霉菌毒素长期使用的抗
生素引起的肝肾损伤有很好的修复作用。
3、免疫期间使用，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提高
抗体滴度。同时减少疫苗应激。
4、促进生殖系统发育，提高种公猪精液质量，减少母
猪返情，缩短蛋鸡上高峰时间，延长产蛋高峰。提高种蛋
授精率。
5、使动物健康生长，提高仔猪成活率、断奶窝重，促
进肉鸡生长，降低料肉比。

展位号：W2 馆 WG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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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石牧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维态动力源
开启健康养殖之路 为您保”价“护航
五大功效：
1：免疫修复，平衡免疫，平衡免疫、促进肠道免疫系
统的发育，调整脏腑平衡。

新流必妥 1+1
开创抗病毒蛋白的新纪元，构建动物非特异性免疫的
新篇章。
本品为抗病毒药物，具有强大的抗病毒作用，给药后
可直接杀灭病毒，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发挥广谱抗病毒作用。

2: 调节肠菌群平衡，改善消化功能。

最大特性是联合用药、广谱抗病毒产品，可与抗感染制剂

3：解毒、保肝护肾（解除因细菌、病毒、饲料霉菌毒

同时使用，对病毒造成的混合感染都有效，可有效防治禽

素等各种原因所产生的毒素）。
4：育肥、增重、拉长骨架。
5：绿色环保 显著降低药费，降低停药期的饲养风险，
绿色环保，无残留、无毒副作用。

各种病毒性疾病。
1：疫苗免疫失败后临床补救治疗：灭活苗 + 新流必妥
1+1 提升机体免疫力，预防接种疫苗前或后 48 小时使用本
品，减少应激的发生。促进抗体的产生。减少病毒病的发
生率。
2：怀疑有群体有病毒疾病发生时，根据临床症状表现，
体重的大小，及早使用，可控
制病毒病的蔓延扩散，以减少病毒病带来的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

展位号：W2 馆 W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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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中英合资 伊科拜克

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引进并开发全球最好的动物保健品，成为国内外技术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99 号我格广场办公楼 1502

交流的平台，提供专业的养殖和疾病防治服务

室邮编：200063 电话：021-52376381 传真：021-52376385
网址：www.eco-biok.com

产品名称：爱乐新
功能主治：抑制蓝耳病毒复制；全球公认对支原体敏
感的抗生素，50PPM 杀灭支原体
包装规格：250g/ 袋 ×20 袋 / 箱、5kg/ 袋 ×1 袋 / 箱、
500g/ 袋 ×12 袋 / 箱

北京中农华正兽药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双黄连口服液

传真：010-80529956

功能主治：辛凉解表、清热解毒、温热呼吸道病

网址：www.huazheng369.com

包装规格：750ml/ 瓶

邮箱：huazheng_9999@sohu.com

产品名称：甘草颗粒
功能主治：祛痰止咳、补脾益气、预防猝死
包装规格：100g/ 瓶

北京中农华正兽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工业区一路 8 号
邮编：101105
电话：010-80529677/80529896/8052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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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食品协会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释义：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简称绿色生资）是指获得国家法
定部门许可、登记，符合绿色食品投入品使用准则要求，

绿色生资是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绿色食品
生产加工企业的首选农业生产资料，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优先用于绿色食品生产加工，经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核准

欢迎生产绿色、安全、环保的农资生产企业及经销企

并许可使用特定绿色生资标志的安全、优质、环保的生产

业加入绿色生资队伍，共享绿色食品产业带来的巨大成果！

投入品的统称。
绿色生资证明商标认证范围：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

肥料、农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兽药、食品添加剂，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9 号

及其它与绿色食品生产相关的生产投入品。

邮编：100081

绿色生资发展前景：

电话：010-62133055

在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绿色生资得

传真：010-62133750

到稳步持续发展，截至 2015 年底，有效获得绿色证书的绿
色生资企业 102 家，获证产品 244 个。

展位：E2 展馆、EH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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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农村司召开畜牧业科技创新
专题战略启动会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

的专家 5 ～ 9 人组成。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中央 1 号文件精

战略研究围绕现代畜牧业发展的产业需求，以畜禽遗

神，系统研究和部署畜牧业科技创新工作，科技部启动了

传育种、动物营养与饲料、草牧业可持续发展、动物疫病

“畜牧业科技创新专题战略研究”专项研究任务。3 月上旬，

防控与兽用生物药物、畜禽环境设施、畜禽废弃物处理、

科技部农村司召开了“畜牧业科技创新专题战略研究”启

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7 大领域为重点，分析我国畜牧业

动会，科技部农村司、科技部农村中心、以及来自中国农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充分借鉴国际畜牧

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

业和畜牧科技发展经验，系统研究，提出未来 10 ～ 15 年

加了会议。

内我国畜牧业科技发展思路、任务目标及发展机制，促进

“畜牧业科技创新专题战略研究”工作由科技部组织，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承担。会上成立协调小组、

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与会人员就战略报告提纲及调研
方案进行了深入研讨。

战略研究咨询组和专家组，协调小组由科技部农村司蒋丹

会议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赵红光副主任主持，协

平副司长任组长，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赵红光副

调小组组长、科技部农村司蒋丹平副司长做了总结讲话，

主任任副组长，科技部农村司农业处和农村中心技术处、

对战略研究的实施方案和研究方向提出了要求，强调战略

新疆、内蒙、四川、广东、山东、河南、湖南、黑龙江等

研究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

省市科技厅相关人员任成员；战略研究咨询组由畜牧兽医

按照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突出重点，服务于供给侧改革，

领域相关的 7 名院士组成；专家组设置研究总体专家组和 7

体现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融合，进一步推动“十三五”

个分任务专家组，分别由来自科研单位、大学和相关企业

畜牧业科技创新发展。（来源：中国科技网）

上海市生猪行业协会与黔江区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建 50 万头无抗优质生猪基地
武陵都市报讯（记者 罗跃 文 / 图）3 月 20 日，上海市
生猪行业协会与黔江区政府在会议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徐江、夏于峰、林光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共建 50 万头无抗优质生猪基地项目，

上海市生猪行业协会领导严国祥、杨振喜、曹海平和上海

总投资约 10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 1 个饲料加工厂、1 个有

中大饲料有限公司领导闻乃涛、徐昌初，黔江区领导余长明、

机肥生产体系、1000 个商品猪代养场、1 个育肥猪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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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场等 9 个方面。项目建成后产值可达 20 亿元，将带动

稳定增收、实现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新的路子。同时，也希

30000 人脱贫、12000 人致富。

望上海市生猪行业协会跟我们深化合作，让黔江更多生态

签约仪式上，区委书记余长明代表黔江区委、区政府
对上海市生猪行业协会支持黔江生猪产业发展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此次协议的签署，得益于协议双方共同努力和
重庆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希望通过项目合作，

的、能够保证质量的猪肉进入上海，为上海人民供应满意
的猪肉。
严国祥和区政府副区长林光分别代表上海市生猪行业
协会、黔江区政府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

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做大做强黔江生猪产业，为老百姓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与雏鹰农牧集团
共建博士工作站

3 月 16 日，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和河南雏鹰
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博士工作站签约仪式在河
南省郑州市雏鹰农牧集团总部举行，这是动物营养研究所
和企业建立的第 30 个博士工作站。

心和营养部全体人员作了一场“养猪生产技术格局与破局
思考”的精彩报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8 年，为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目前已发展成为以生猪养殖为主

副校长陈代文、动物营养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余

导，拥有粮食贸易、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肉类加工、冷

冰，河南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芳、总裁

链物流、连锁专卖、线上营销等完整产业链体系的现代化

李花、副总裁杨桂红等集团高管和公司饲料生产中心中层

大型农牧企业集团。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

以上领导以及《郑州晚报》、《大河报》等媒体的记者出

交易所挂牌上市，被业界誉为“中国养猪第一股”。

席签约仪式。仪式由副总裁丁美兰主持。
李花代表雏鹰农牧集团致欢迎辞。余冰介绍了学校和
动物营养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及与企业合作情况。陈代文和
侯建芳分别代表学校和企业致辞，双方表示，将通过博士
工作站这一“产学研”合作平台整合资源、强强联合，共
同推动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把博士工作站建设成为校企
合作的典范，使之成为双方共同发展的里程碑。
博士工作站站长兼首席科学家陈代文和侯建芳签订博
士工作站合作协议并授牌。
随后，陈代文为雏鹰农牧集团部分高管、饲料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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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肉鸡联盟拟推品牌定向宣传计划
【导读】一个月前，中国畜牧兽医报曾以《白羽肉鸡怎么“飞”起来》为题，报道了中国畜牧业协会白羽
肉鸡联盟执行秘书黄建明对我国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的看法，其实，在行业奋斗几十年的他对白
羽肉鸡产业发展的看法远不止如此。近日，黄建明再次携手中国畜牧兽医报，为大家讲述其对禽肉产品安全保
障的一些想法。

一首旧曲牵起的感想

理和质量标准，同时将邀请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公司

“最近，我在微信朋友圈内转发了一家餐饮连锁企业

来认证企业生产的产品，之后联盟会给认证达标的产品附

2013 年推出的《白羽鸡欢乐颂》，之后不少业内人士纷纷

上联盟特定的标志，并通过媒体或广告等方式向社会公众

转发，说明这首歌曲还是很深入人心的。”黄建明所说的

发布，告知消费者带有联盟标志的产品是安全的、值得信

这首歌曲，记者也试着听了一遍，曲风活泼，歌词大意即

任的。同时联盟将与大型餐饮连锁、商超、团餐等大客户

便放到现在来听，依然不觉得过时。

搭建互信合作平台，为企业开拓市场。

“为什么三年前的歌曲到现在依然值得探究呢？”黄

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证禽肉产品安全，向消

建明分析，这是大众对白羽肉鸡的产品安全问题始终存在

费者提供白羽肉鸡放心品牌。其次，要建起企业与客户的

疑虑。如何打消消费者的这一疑虑是白羽肉鸡联盟今年的

桥梁，为企业搭好贸易合作平台，让企业发展得更好。

工作重点之一。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为现实，就相当于白羽肉鸡产品

近年来，白羽肉鸡产业在 H7N9 流感和各种谣言的压

进入品牌消费时代，而且联盟特定的标志将是消费者选择

力下，发展十分被动。“谣言来了，我们就辟谣；流感来

的目标”。联盟非常看好这个计划，而且势在必行，相信

了，我们就担心白羽肉鸡产业受到影响”。在黄建明看来，

随着计划的推进和产生的示范效果，一定会带动其他企业

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取决于消

提升管理水平，积极参与进来”。眼下，联盟正在积极筹

费端。“如何取信于消费者，让消费者认可白羽肉鸡产品

划这个“计划”。

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点。”

一次认证全面宣传
为企业搭台倡导品牌消费

据了解，我国大型白羽肉鸡产业化集团企业生产的白

为企业搭台倡导品牌消费白羽肉鸡联盟目前一共有 37

羽肉鸡产品都经过了国家食品安全认证。“但联盟的认证

家企业，代表行业领先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大型产业化集团

和国家的认证并不冲突，这在世界上已有先例。”他介绍，

企业均在其中。联盟今年有一个“品牌定向宣传计划”，

20 世纪 90 年代末，英国国内已经形成了针对不同农产品部

且去年就与企业沟通并得到了大部分企业的赞同。对于这

门的专门的质量安全检测认证体系，但面对种类繁多的认

个“计划”，黄建明解释说，目前市场上白羽肉鸡产品鱼

证标志，消费者往往很难辨认其可靠性。为解决这个问题，

目混珠，企业的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硬件设施、质量管

2000 年，英国成立了农场保障体系（AFS）组织，建立了

理等方面良莠不齐，导致优秀企业常常受到小作坊的牵连。

以红拖拉机为标志的英国农业标准（BFS）体系，中文简称

谈到“计划”的实施，黄建明说，联盟会将品牌企业

为红拖拉机体系。“业内的人都知道这个体系，它对不同

联合起来，以联盟的名义宣传优质白羽肉鸡产品。那如何

类别农产品的认证进行整合，使用统一的红拖拉机标志，

界定优质产品呢？他解释，联盟将执行最高的行业生产管

其严格的标准贯穿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物供应链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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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谣言已经流传了太多年，而且这一“战”的效果不算理想，

而联盟的“计划”与红拖拉机体系异曲同工，“我们

歌曲传播的广度并不够。不过，该企业另一场“自卫战”

会监控产品从生产到上市的每个过程，一次认证就相当于

相信有很多人知道，2015 年 6 月，该企业将 10 个谣言点击

为企业做了全面的宣传。”黄建明介绍，同时，联盟会建

量较大的微信公众号告上法庭，并索赔 350 万元。近日，

立内部的约束机制，对企业的要求会更加严格，“这样做

上海徐汇法院对这起名誉侵权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这 10 个

对大客户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了他们质量

微信公众号将面临 60 万元的赔偿，还需要在知名的门户网

监督成本。”

站进行赔礼道歉。

黄建明表示，白羽肉鸡产业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内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家企业赢得并不出彩，毕竟 60

和外部，内部就是产能问题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升级转型，

万元的赔偿可能尚不足以弥补其在这方面的投入，包括法

外部则聚焦消费，“消费的根本问题就是持续宣传，通过

务、公关与人力成本等。但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家

宣传逐步改变和消除消费者对白羽肉鸡的错误理解。”而

企业可以说在公众面前站住了脚，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联盟的这一“计划”无疑会让宣传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白羽鸡产业发展的危机。
其实，公众对白羽鸡的质疑都来源于其另外一个名

声音——为白羽鸡正名是场持久战

字——速生鸡。40 多天出栏的白羽鸡与我国传统的消费观

《白羽鸡欢乐颂》是由某餐饮连锁企业 2013 年为白羽

念相悖，消费者普遍认为，散养的鸡肉最香，长得慢的鸡

鸡制作的一曲赞歌。歌词从一开始就切入主题，称赞白羽

吃着最安全，而长得快的鸡肯定是吃了激素，购买的时候

鸡品种优良，40 多天出栏是科学选育 + 营养均衡的结果，

总不能放心。

同时指出白羽鸡生活环境舒适自如，是鸡世界的“白富美”，

为白羽鸡正名，对于长期关注养殖业的人来说算是老

肉鸡中的“战斗机”。随后，歌词开始抨击社会上流传的

生常谈，但为何“老生”总被“常谈”，其原因难免让业

白羽鸡“六翅八腿”的谣言——“那是哪吒吧才会有三头

内人士叹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谣言总难以灭绝，对行

六臂，不要再恶搞咱的白羽鸡”。听到这里，不难明白，

业发展造成的伤害也就不能回归为零，因此，业内人士应

这是这家餐饮企业、也是白羽鸡产业的“自卫战”。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不是这家餐饮企业“自卫战”打响的第一枪，毕竟

河南研发出改善生猪肉质新技术

近日，记者从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

由 11 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附议的提案，是在经过河南省科

议了解到，由著名节目主持人、全国人大代表张泽群、马

学院、河南省畜牧局、郑州市亿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文芳、姜明、刘志华等 11 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附议提交的《关

相关部门和专家历时 10 年心血，经过无数次试验、攻关的

于加快实现我国高品质畜产品产业化的建议》已得到相关

基础上，通过采用中医兽药新技术，从源头上破解肉品安

部门的高度重视。

全隐患，共同完成的纯植物材料“优丹植物源绿色精料”

食品安全，国之大计，高质肉品，民之所期。据悉，

科研项目基础上，通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为组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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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的鉴定认可后，实现了“安全指标高、营养指标好、

丹”的问世，既打破了增加产出就要扩大生产规模的常规，

观感指示优”的显著特质，使用传统中医科学，使“无公

实现了现有条件下不扩大生产规模而提高产出的目标，又

害猪肉”走上百姓餐桌，从而进一步保障国人“吃出安全、

打破了提高品质就降低产出、提高成本的常规，也实现了

吃出健康、吃出放心”。

提高品质与提高产出和降低成本相统一的目标。

据中医专家、“优丹”产品创始人赵谦介绍：“优丹”

目前，由国家农业部牵头，河南省科学院、郑州市亿

采用药食同源植物，由当归、槐叶、肉桂、檀香、香附、

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河南省高品质肉禽研

槟榔、白芍等十几种纯植物材料精制而成，不添加任何化

发中心”、“中国农业部高品质肉禽推广中心”已在郑州

学制剂，在不改变现有饲养条件、原来饲料构成的基础上，

筹建之中，已于 2015 年 6 月中旬正式投入使用。此项技术

在生猪出栏前 50 天，通过每天每头猪加喂 10g“优丹”，

的推出，将上升到国家层面，加快实现技术产业化。（来源：

毛猪相对增重 2 ～ 6kg，出肉率提高 2 ～ 6 个百分点，肉质

网易河南）

自然香醇。该项目已通过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
“优

黑龙江省培训对俄猪肉出口基地人员
新华网黑龙江频道 ：为提高出口肉类产品质量安全水

培训将采取现场授课与养殖场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平，推动黑龙江省猪肉产品出口，并推动“北猪南运”，

培训内容包括进出口肉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使黑龙江省猪肉产品顺利销往北上广等我国一线城市。今

生猪生产各环节关键技术，规模猪场免疫程序及常见病诊

年，省畜牧兽医局将在全省选出 144 个对俄出口猪肉备案场，

疗等方面的知识内容，使备案场管理技术人员熟练掌握专

对每个备案场培训 1 名管理技术人员。以确保猪源供应和

业技术知识。

猪肉质量安全，力争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区域性生猪出口基

目前，黑龙江省已确定 590 家对俄出口生猪养殖备案场，
年出栏生猪 300 多万头。（记者黄春英）

地。

推进“粮改饲”试点
山东 2016 年构建种养结合新模式

人民网山东频道 3 月 22 日电 ( 胡洪林 杨丽琳 ) 山东省

在全省选择有条件的市县（计划单列市青岛除外）开展饲

畜牧兽医局局长冯继康今天向媒体表示，2016 年，山东将

料作物种植与利用试点，以此构建不同养殖规模和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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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积达到 100 万亩以上，苜蓿等优质干草基本满足产奶

种养结合模式。
冯继康是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牛优质饲草需求。

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说，“粮改饲”就是把粮食、经济

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冯继康说，一是对口协调省

作物二元种植结构改成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种

直各部门切实增强“粮改饲”试点工作的支持力度。二是

植结构。

探索采用信贷担保、贴息等方式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支持

冯继康还勾勒出山东省推进“粮改饲”工作的“时间表”
：

草食畜牧业发展，对重点项目优先给予贷款扶持，帮助解

2017 ～ 2020 年，实现饲料作物产业与畜牧业发展紧密

决集中收贮资金短缺的难题，同时鼓励和支持保险机构发

衔接，标准化规模种植与养殖水平明显提升，综合生产能

展多种形式的饲料作物与草食畜保险。三是解决关键技术

力显著增强；关键技术攻关取得突破，饲料作物优质高产

问题，提高技术支撑水平。四是激发养殖企业、合作社和

技术与草食畜禽标准化饲养技术逐步推广普及；饲料作物

种植农户的积极性，为推进“粮改饲”试点营造良好的社

生产与利用水平明显提高，节粮增产、节粮增效、节地增

会氛围。

收效果明显增强；优质高效饲料作物生产与畜牧业融合发

近几年，我国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需求旺盛的
优质饲草料供给不足。2015 年，中央提出了“推进和扩大‘粮

展格局基本形成。
到 2020 年，该省青贮专用玉米 3000 亩连片种植的面

改饲’试点，加快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的重大决策，

积达 200 万亩以上，带动全省种植面积达到 500 万亩以上，

构建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粮改饲”正

实现青贮饲料基本满足草食家畜饲喂需要；优质牧草（苜

式被纳入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大局。

蓿）1000 亩连片种植的面积达 20 万亩以上，带动全省种

福建出台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

人民网 生猪屠宰企业监测数据显示，3 月 29 日福州生

比价＝生猪出场价格 / 玉米批发价格）。

猪收购价每 50kg 达到 1045 ～ 1050 元，创下了近 5 年新高。

调控主要目标是促进猪粮比价处于绿色区域

记者今日从福建省物价局获悉，日前福建省物价局、财政厅、

（5.5:1 ～ 8.5:1）。猪粮比价 5.5:1 和 8.5:1 作为预警点，低

农业厅、商务厅联合印发了《福建省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

于 5.5:1 进入防止价格过度下跌调控区域，高于 8.5:1 进入

期性波动调控预案》。

防止价格过度上涨调控区域。具体划分为五种情况：绿色

《预案》指出，在判断生猪生产和市场情况时，将猪

区域（价格正常），猪粮比价在 5.5:1 ～ 8.5:1 之间；蓝色

粮比价作为核心指标，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作为辅助指

区域（价格轻度上涨或轻度下跌），猪粮比价在 8.5:1 ～ 9:1

标，同时参考猪料比价、能繁母猪出场价格等其他指标。

或 5.5:1 ～ 5:1 之间；黄色区域（价格中度上涨或中度下跌），

猪粮比价是指生猪出场价格与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猪粮

猪粮比价在 9:1 ～ 9.5:1 或 5:1 ～ 4.5:1 之间；红色区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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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重度上涨或重度下跌），猪粮比价高于 9.5:1 或低于 4.5:1；
其他情况，生猪价格异常上涨或下跌的其他情况。
以 福 州 市 场 为 例，29 日， 福 州 生 猪 出 场 价 格 为
1045 ～ 1050 元 /50kg，玉米批发价为 2180 元 /t，目前的猪

根据《预案》，当猪粮比价高于 9.5:1（红色区域）时，
要启动一级响应，由省物价局牵头会商，适时增加省级生
猪活体储备的投放规模，由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实施，同时
研究采取其他调控措施。

粮比价为 9.59：1 ～ 9.63：1，已经进入红色预警区域。

山西省晋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3 月 13 日，“山西省晋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以契约关系为保障，有效整合产、学、研、用各方资源，

暨 2016 中国晋猪产业创新高峰论坛”在省城太原举行。此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对生猪产业共性核心基础技术的

举标志着全省在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研究及自主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标准、专

学研相结合的生猪技术创新体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

利技术和专有人才，带动重大应用示范，确实保障安全优

时也标志着山西养猪人抱团发展、协同创新、同享共赢。

质猪肉供给。创新生猪产业发展模式，推广由量的扩张为

山西省晋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山西农业大学牵

主向量和质并举，着力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和科技创新，

头，联合省内外 50 家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行业骨

全面构建现代生猪产业体系，推动山西生猪产业的转型升

干企业组建。联盟的核心宗旨是以技术创新需求为纽带，

级和可持续发展。（来源：中国畜牧兽医报）

山东：明年畜禽养殖场户退出禁养区

大众日报济南 3 月 22 日讯

“县级政府应依据有关法

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

律法规 , 结合当地畜禽养殖实际和环境保护需要，科学划定

布会上 , 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冯继康表示，“由此致使畜禽养

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2017 年年底前完成禁养区内养

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 , 县级以上政府要依法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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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是我省推进畜禽养

奶牛每年的污水处理费用要 260 元。如果加上折旧和固体

殖污染防治的重要一环。我省是畜禽养殖大省，2015 年，

粪便的处理，成本还要增加 50%。而因为畜禽养殖比较效

全省畜牧业总产值 2500 亿元 , 居全国第一位，粪污产生量大。

益低 , 大多数场户无力对污染治理进行投入。

“全省 600 多万个畜禽养殖场户广泛分布在各地，污染面

按照《方案》要求 , 到 2017 年，我省畜禽粪便处理利

广量大。其中，污水是养殖污染的主要来源。据环保部门

用率将达到 78% 以上，污水处理利用率达到 50% 以上；到

检测，全省 COD 排放和氨氮排放总量中，来自畜禽养殖的

2020 年，全省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和污水处理利用率分别

分别占 70% 和 38%。”冯继康介绍。

达到 90% 和 60% 以上。将大力推行标准化清洁生产，分类

为优化养殖布局，按照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山

推行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模式。

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利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为此 , 我省将强化政策扶持，从事畜禽养殖粪污无害化

要求，2017 年年底前要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

处理的个人和单位 , 享受国家规定的办理有关许可、税收、

其中，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即海河淮河流域内各市及

用电等优惠政策。畜禽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厂从事循环经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提前 1 年完成。限养区内，严

济的收入，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畜禽养殖场、

格控制畜禽养殖场区的数量和规模，不得新建小型畜禽养

养殖小区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用电，执行农业用

殖场区。今后将引导支持畜禽养殖向适宜养殖区集中，并

电价格。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还将把符合要求的畜禽粪污处

与种植业生产配套布局，在目前农牧结合率约 30% 的基础

理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上，到 2020 年争取 75% 的畜禽养殖实现农牧结合。

“‘十三五’期间我省计划建设 20 个畜禽粪污处理利

“目前 , 全省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率 70%，污水处理利

用示范县，并选择规模化养殖场，实施粪污处理利用改造

用率 46%。由于畜禽粪污处理存在成本高、种养循环差、

提升示范场工程，同时，还将探索推进设立畜禽养殖场粪

技术支撑弱、资金投入少、以及历史欠账多等问题 , 当前我

污综合处理利用专项引导基金。”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唐

省畜禽粪污处理难以尽如人意。”冯继康表示。

建俊表示。

据统计 , 出栏 1 头生猪污水处理成本需要 20 元，1 头

北京市禁建规模畜禽养殖场

耗水、污染成为目前北京市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两大突

城市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污染成为发展畜牧业两个突出

出问题。2016 年年底前，北京市将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

问题。去年出台的“水十条”中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

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除了育种、科研用途外，

殖污染”，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全市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

本市将根据划定的禁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

目前本市登记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共有 2287 个，生猪出

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除了育种、科研用途外，全市

栏同比调减 5.2%，肉禽出栏同比调减 11%，牛奶禽蛋产量

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禁止在水源保护区、自然

与去年基本持平。在粮食、肉蛋奶供给不再短缺的时代，

保护区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新建水产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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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存的畜禽养殖，要求和标准也将更为严格。规模

在推进畜禽养殖场污染物防治的同时，本市还将开展

化畜禽养殖场所要根据污染防治需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

粪便无害化处理与快速发酵、有机肥加工、污水资源化利

贮存、处理、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

用等，降低 COD、BOD 含量，与牧林结合、牧粮结合，实

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现资源化利用。（来源：千龙网）

山西省将新建 1000 个家庭（畜）牧场

今年，山西省将以扶持发展家庭畜（牧）场和做大做

突出抓好畜禽粪污处理利用。严格把关新建规模养殖

强畜牧龙头企业为突破，从十个方面加快构建种养加一体

场，大力推广粪污“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化、一二三产业融合、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现代畜牧

和“畜—沼—菜”、“畜—沼—果”等循环生态养殖模式。

产业体系。
突出抓好畜牧业转型升级。着力在推进区域化布局、
标准化规模养殖、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上实现新突破。

突出抓好龙头企业的培育壮大。加大龙头企业的建设，
培育一批畜牧龙头企业，创建一批名优畜产品品牌，打造
全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突出抓好家庭畜（牧）场建设。扶持新建 1000 个家庭

突出抓好畜禽屠宰监管工作。加强畜禽屠宰管理机构

（畜）牧场，完善提升 7000 个家庭（畜）牧场，改造转化

建设力度，今年 11 市及 70% 的县要基本完成畜禽屠宰监管

2000 个家庭（畜）牧场。

机构设置，规范清理整顿畜禽屠宰企业，强化畜禽屠宰环

突出抓好草牧业发展。抓好草牧业试验试点工作，力
争每市都设立 1 ～ 2 个试点县；抓好草地保护工作，全年
完成草地建设 100 万亩，草地保护 200 万亩；抓好草业发

节无害化处理监管力度，逐步建立健全畜禽屠宰可追溯体
系。
突出抓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加大养殖环节病死畜

展工作，积极发展草产品加工业，建立草产品网上交易平台，

禽无害化处理力度，重点新建 34 个无害化处理场及其配套

力争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草业新经济。

设施。在 16 个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试点县同步推进保险理

突出抓好畜禽良种繁育。加快推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赔与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

力争全年推广三元优质猪 850 万头、晋汾白猪 10 万头、晋

突出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开展“百县千场”规模

岚绒山羊 20 万只、蛋鸡标准化养殖 800 万只，改良绵羊

养殖场动物疫病净化活动，重点抓好种畜禽场和奶牛场疫

400 万只、山羊 350 万只，改良奶牛、肉牛 40 万头。加快

病净化示范场的创建工作，着力做好人畜共患病防控。

推进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争取将太行黑山羊保种场列入国

突出抓好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质量安全监测和饲料、

家级保种场，争取蛋鸡和肉鸡两个国家级产业技术体系综

生鲜乳、兽药质量安全监管。全面实施饲料质量安全管理

合实验站。加快推进种畜禽场管理，完善安全生产质量自

工作，申报 2 家部级示范企业，创建省级示范企业 20 ～ 30 家，

律机制。加大实用技术推广，全省建设 30 个畜禽养殖模式

创建市级示范企业 30 ～ 40 家。严格落实畜产品安全主体

样板场，创新饲养新模式。

责任，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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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十三五”将新建 100 个
高标准良种繁育场
西部网 3 月 4 日，记者从全省春季动物防疫暨畜牧业
发展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加大对

电子商务等畜产品流通业态，促进陕西名牌畜产品向国内
外市场进军。

外开放，增强畜牧产业竞争力，扶持养殖企业从国外引进

今年我省还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畜牧业示

肉牛、肉羊、奶山羊等优良品种，在畜禽优势产区新建 100

范基地建设，全年创建部、省级畜禽标准化示范场 60 个。

个生猪、肉羊、奶山羊高标准良种繁育场。

同时，今年我省将重点扶持陕南生猪基地县建设标准化规

我省坚持“外引内联、扶优扶强”的思路，力争“十三五”

模养殖场 50 个，建设肉牛标准化育肥场 45 个、家庭牧场

末，培育年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的畜牧龙头企业 10 家、

185 个、肉羊标准化育肥场 80 个、家庭牧场 240 个，扶持

20 亿元以上的 5 家、50 亿元以上的 2 家、100 亿元以上的

奶山羊基地县建设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80 个、家庭牧场 140

1 家。鼓励企业建设品牌专卖店、连锁店，发展直销、配送、

个，扶持奶牛基地县改造 90 个养殖小区向规模养殖场转型。

湖南永州肉牛出栏量居全省第一
中国永州新闻网，3 月 29 日上午，永州市养殖业转型

市划分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三区”，各

升级工作会议在江华召开，就加快推进温氏在永项目建设，

个县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养殖业发展规划 ; 其次要抓标

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渔业生态资源养护等工作进行部

准，利用温氏集团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的先进生产管

署，市委常委、副市长蒋善生出席并讲话。

理模式，带动全市的养殖业转型升级 ; 第三要抓投入，借鉴

“十二五”期间，永州养殖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

现有“银、企 + 养户”的合作经验，充分发挥好永州在外

止 2015 年末，永州肉牛出栏量居全省第一，生猪和肉羊出

商会平台的作用，吸引在外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 第四要

栏量保持全省前三，水产养殖起水量位居全省前列，禽蛋

抓融合，抓好养殖业与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观光旅

产业省内第二 ; 成功引进温氏、唐人神、佳禾、新五丰、正

游业、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工作等融合发展。

大、香港和行等全国知名企业，全市生猪标准化养殖率达

蒋善生强调，要切实牵住温氏项目这个“牛鼻子”，

52.6%; 大力推行“公司 + 基地 + 农户”、家庭农场、农民

推进我市养殖业转型升级 ; 要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

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及“互联网 +”等产业化经营模式，

量”的原则，扎实推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 切实做好渔

畜禽水产养殖总量不断增大，效益不断提升，截止 2015 年末，

业生态资源养护工作，加大对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

全市养殖业产值达 306.3 亿元。

捞行为和水源地投肥养鱼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高压态势，

蒋善生指出，养殖业转型升级首先要抓规划，目前全

确保“组合拳”落到实处、打到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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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蛋鸡品种创新与种源保障高端论坛暨
“大午金凤”新产品发布会在河北大午集团召开

2016 年 1 月 6 日，中国蛋鸡品种创新与种源保障高端

中央农业军事频道、河北农民频道、保定电视台、农

论坛暨“大午金凤”新品种发布会在河北大午集团体育馆

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畜牧兽医报、河北科技报、河北

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由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中国畜牧

农民报、河北青年报、中国畜禽种业、禽业导刊、北方牧业、

业协会和河北省畜牧兽医局主办，河北大午集团承办，旨

中国养殖业联盟、中国养殖网、河北新闻网、畜牧大集网、

在探讨国内蛋鸡种源的保障策略，谋划蛋鸡品种的创新途

鸡病专业网等三十多家电视、报刊、网络媒体参加了论坛。

径，并分享最新的蛋鸡品种创新成果。
农业部总畜牧师王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全

参加论坛的还有国内百余家养殖企业及来自 20 多个省
市的 600 余名养殖户代表。

国畜牧总站书记、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新天，

开幕式上，大午集团总经理刘平女士在致辞中表示，

全国畜牧总站副站长郑友民，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副秘书

大午种禽公司是大午集团的支柱企业之一，在领导的支持

长殷成文，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宁教授，

下，在科学家的探索中，在养殖同仁的鼓舞下，大午种禽

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兼河北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张强，河北

公司成功培育出大午金凤这一新品种。大午金凤是优秀的

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顾传学，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陈卫滨，

民族鸡种，其红羽产粉壳蛋的蛋鸡配套体系经国家畜禽遗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宫桂芬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教

传资源委员会鉴定，被认定为综合技术国际先进，品种配

授赵继勋、宁中华，保定市农业局副书记贾志清，保定市

套系世界首创。这一蛋鸡新品种的成功培育，为满足国内

科技局书记韩鹏，徐水区区长王保辉，徐水区农工委书记

蛋鸡市场需求，保障国内蛋鸡种源安全做出了贡献。

霍玉鹏等三十余位领导、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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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了好的种源，才能保证各种禽蛋

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打破了国外蛋种鸡在中

的供应，满足人民对禽蛋产品的需求。他肯定了大午种禽

国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广大养殖场户增收致富做出

公司为保障蛋鸡种源安全做出的贡献，并鼓励各养殖企业

贡献。“大午金凤”的育成是我国家禽育种进程中取得的

投身育种大业，共同创新，共同发展。

又一重大成果，也是大午集团在蛋鸡育种攻关进程中的又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分析了国内育种行业的现状，

一座里程碑。这一成果的取得值得称赞，它凝聚了广大专家、

吴院士认为，国内的育种科技力量非常雄厚，科技水平也

学者和企业人的心血和智慧，蕴含了蛋禽种业人的自强不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市场

息、勇攀高峰、励志做强蛋禽种业的报国情怀和雄心壮志。

竞争力，最缺乏的是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大午集团做

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陈卫滨发言中表示，近年来，大

到了。大午集团自 2004 年开始育种，虽然买断了京白 939

午集团先后成功培育了“大午粉一号”、“大午金凤”两

品牌，但一直希望自主育种，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吴院士

个新品种，尤其新品种“大午金凤”为红羽产粉壳蛋鸡，

建议开发新品牌时，要注意“有特色、占先机、保证质量

系世界首创，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为我省在畜牧

和服务、加强宣传”等要点。

业科技创新、模式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宁教授表示，大

希望大午集团进一步抢抓机遇加速发展。首先，希望大午

午金凤的发布表明在我国畜禽种源里我们有能力做好种源

集团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在科技创新中充分体现企业的

保障的事业，但要做好品种创新，需要大量的科技、资金

主体地位，进一步瞄准国际蛋鸡的产业市场，依托产业链，

投入与企业支持，大午集团与中国农业大学深度合作的成

布局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不断创新产品。二是希望大午

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未来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集团继续加大示范推广的力度，带动农民致富。

造的方向发展，这是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宁中华在发言中说，
“红羽产粉壳蛋、

大午金凤的成功培育是整个蛋鸡自主品牌创立过程中的一

羽色自别”这一构想诞生已久，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

个标志性产物，也是我国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十二五”工

大午金凤的成功培育，不仅为国家增加了一个优秀的民族

程的重要研究成果。

鸡种，更增强了国内育种同仁的信心。

全国畜牧总站书记兼副站长、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

论坛上，农业部总畜牧师王智才为大午金凤颁发了国

兼副会长何新天指出，“大午京白 939”、“大午粉一号”

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认定证书，何新天、吴常信、陈卫滨、

已经成为蛋鸡生产中知名品牌，在支持我国商品代蛋鸡生

顾传学等领导和专家为“大午金凤”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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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大畜牧产业新范式
——大伟嘉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新进展

2016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启动以来，引起了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农业部副部长陈晓

“十三五”期间，要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

华、总畜牧师王智才、发展计划司司长张合成、国务院发

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深入推进“中国制造 + 互

展研究中心领导、北京市政府副市长林克庆、市农委、农

联网”，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平台，实施一批智能

业局等相关领导先后听取了企业阶段性进展报告，并鼓励

制造示范项目。2016 年 1 号文件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

企业积极探索，创新产业发展新模式。同时，伟嘉在行业

网 +”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

首创的蛋鸡养殖 + 期货价格保险等进展还三次受到 CCTV2

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促进农村

和 CCTV13 的重点关注。

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与农
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

二、最新建设进展及成效

北京伟嘉集团（以下简称“伟嘉”）作为北京市政府

“嘉农在线”包含农牧资讯、养殖管理、养殖技术、

重点扶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早在 2007 年就致力于着

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人才工程 6 大类功能模块，充分整

手建设蛋鸡产业立体化产业生态圈，引领蛋鸡产业实现转

合了嘉农商城、养殖场管理，疫病防控等 4 个子平台；聚

型升级。伟嘉创建的“嘉农在线”已逐渐成为一站式解决

焦了嘉助安等 4 个类金融产品和 PSY 人才生产线、动物营

蛋鸡产业需求和痛点的专业化互联网服务平台，目前已服

养师等 6 类人才培训；涵盖了动物健康检测与评价云中心、

务、影响着全国蛋鸡产业约 10% 近 1.2 亿只蛋鸡，现已成

分中心、健康养殖服务中心等三级检测服务平台资源。目

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蛋鸡产业互联网平台，并将继续深入

前 6 大功能模块已陆续投入运行，并取得显著成效。

影响中国畜牧产业。

1、蛋鸡保险全面推进，助力养殖零风险
2015 年 7 月 29 日，由伟嘉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一、总体布局

限公司（PICC，简称“中国人保”）合作发起中国最大的

“嘉农在线”作为蛋鸡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旨在使

蛋鸡保险——“嘉助安”正式全面启动，在大幅降低养殖

中国养殖场养得好、买得好、卖得好、分配好，使农户增

户养殖风险的同时，还将打通蛋鸡养殖户融资关——保单

加收益，帮助农民解决资金流紧缺问题，平台致力于“信

在手，就可以无抵押贷款，让蛋鸡养殖无后顾之忧。同年 8

息 + 数据 + 交易 + 金融”的四位一体建设；通过线上线下

月 16 日，伟嘉又携手中国人保和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国内

信息资源的传播、分享、互动和用户体验，使中国蛋鸡产

首家鸡蛋期货价格保险，本合作项目试点是产业、保险与

业变得高效、简单、快乐；建设目标为 3 ～ 5 年，将“嘉

期货联手推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保护广大养殖生

农在线”全面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蛋鸡产业互联网平台，

产者利益的重要尝试，是显著提升农业保险风险保障能力、

服务和影响中国 6.5 亿只蛋鸡，并形成有大数据支撑的食品

加快推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一大创新。初步估计，本项

安全可追溯系统，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嘉农在线”

目开展后将为全国蛋鸡产业供应链提供 15 亿融资渠道，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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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多方共赢。
2、蛋鸡管家 2.0 上线 促进蛋鸡养殖业信息化建设
蛋鸡管家作为全国蛋鸡产业信息化服务平台，使蛋鸡
养殖企业知蛋价、管生产、控风险，养殖无忧、赚钱无忧。
它以数据指导生产，以数据聚向管理，以提升管理水平，
实现蛋鸡效益提升。日前，蛋鸡管家 2.0 已经上线，蛋价地
图已覆盖全国各省、市、县；用户可实时知蛋价，随时随
地报价，目前已覆盖 8000 多家规模蛋鸡养殖企业的近 1 亿
只蛋鸡，日产蛋 4500 多吨，推动了我国蛋鸡产业的信息化
建设。
3. 嘉云检测全面落地，为动物健康和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嘉云检测包括疫病流行分析、报告查询等六大板块。
以检测服务为核心，信息服务为枢纽，应用性极强，将为
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答疑解惑，并提供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嘉云检测深化服务，为养殖业保驾护航。最新数据，
目前已在全国组建 16 家二级分中心，挂牌近 400 家健康养
殖服务中心，成为嘉云检测的三级分中心，为广大规模养
殖场提供更为便捷的检测服务和有效的养殖解决方案；检
测服务已覆盖黑龙江、辽宁、湖北等 20 多个省份，检测畜
禽样品 95331 份，进行了 363876 份检测，覆盖规模养殖场
大缓解养殖户融资难的问题。

达 12791 家，提供了相关检测服务，制定了 6 个禽类和 7

目前“嘉助安”蛋鸡保险席卷全国。蛋鸡养殖保险大

个猪的标准化检测服务方案，举办了 10 多期猪场内训师、

大降低了养殖风险，为蛋鸡养殖解除后顾之忧。先后在黑

检测兽医师、健康管理顾问招募赛大型培训会，培训专业

龙江、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河南、安徽、重庆、江苏、

服务人员近 500 人，成功招募 100 多名禽健康管理顾问。

湖北、贵州等 10 多个省份落地生根，为超过 1000 万只蛋

出版月度简报 22 期，8 期直击篇。引入新的进口设备直接

鸡进行了保险。鸡蛋期货价格保险是国内首个农产品期货

到养殖场服务，创新了服务方式，使服务效率 3 天变 2 小时，

价格保险，试运行良好，实现了生产和市场整个环节的保

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提供针对性的养殖场解决方案 5000

险全覆盖，收益全锁定。

多个，将技术服务送达到万余个养殖场。

另外，伟嘉正与中国人保探讨收入险。此险种保收益，

嘉云检测还将进行相关软件的开发，同时针对养殖终

基本规避了养殖风险，对畜牧业精准扶贫也要着积极意义，

端实际情况，制定了健康检测与评价云中心实验室建设标

正在与海尔（中国）产业金融公司、农发行、国务院扶贫

准和操作规范。嘉云检测运行以来，已成功为养殖场开展

办联合推出“嘉海计划“。

了禽流感、鸡马力克、新城疫等 40 多项指标的检测，有效

总之，“嘉助安”中国蛋鸡保险项目的创新性工作，
引起了 CCTV13 和 CCTV2 三次现场直播报道。伟嘉作为

降低了养殖场养殖风险，减少了经济损失，保障畜禽养殖
健康的同时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此项工作的农牧企业创新者和实践者，备受关注，并将以

4、原料集采推进明显，节省饲料成本近 3000 万元

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通过探索产业、期货与保险业务的

以“嘉易购“为平台，熨平大型饲料企业的采购优势，

融合创新，实现期货业、保险业、金融业以及相关涉农产

去中间化，压缩流通环节，为养殖场降低采购成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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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易购已实现进口大麦、高粱、期货豆粕等主要原料的优

准规范和肉质评价体系建设，为最终可追溯系统的建立奠

质低价供应，通过宁波港、南通港、天津港等已实现在 8

定基础，创造了用户价值，助推食品安全健康发展。

个沿海城市的成功交易，交易原料达到 333120t，覆盖 3500
万只蛋鸡，节省饲料成本近 3000 万元，实现了主要原料持
续稳定的优质采购服务及成功交易。

6、洽谈智能机器人合作 为蛋鸡业提供可靠的机器人
装备和数据分析系统
2016 年以来，嘉农在线与北京华科数能进行了多轮接

5、“有猪卖”进展迅速 开启生猪流通新模式

触。北京华科数能目前为国内唯一的农牧类智能机器人及

“有猪卖”生猪收购项目，以嫁接整合养殖业和屠宰

大数据分析系统相关产品的供应商。双方将探索农牧类智

食品企业，形成了共同的产业融合体。推动半年多来，先

能机器人在蛋鸡领域的更广泛应用。

后与众品、双汇、大红门等国内 10 多家著名大型肉食品企

总之，在全面拥抱互联网 + 的时代召唤下，在各界的

业达成合作，成功在河南、河北、吉林、江苏、江西和湖

支持下，“嘉农在线”充分利用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优势，

南等地 1000 多家养殖场收购 2000 多批次 30 多万头生猪，

通过产业资本 + 政府引导性资本 + 社会财务资本驱动最有

实现 6.2 亿生猪交易，1000 多批次 200 多万的溢价，全部

成长性的发展模式，构建闭环产业生态圈，全力打造全球

以现金形式返还给终端养殖场。同时，在行业创新性的推

蛋鸡产业互联网平台暨“互联网农业第一股，力争在未来 3

出了一单一分析数据，为养殖场建档立卡，推动了生猪标

年时间内实现 IPO，成为国内蛋鸡产业互联网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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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升级，只等你来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西卲原种猪场工艺研讨会”胜利召开

3 月 30 日，北京养猪育种中心西卲原种猪场高朋满座，
北京市畜牧总站云鹏站长、三元种业党委书记张宗义、中
国农业大学陈清明教授、北京市农场局崔天英高级畜牧师、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副会长荆继忠先生、北京养猪育
种中心王朝军主任、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徐利副主任、北京
养猪育种中心周海深副主任汇聚一堂，共同出席“北京养
猪育种中心西卲原种猪场工艺研讨会”，就北京养猪育种
中心西卲原种猪场工艺升级展开全面讨论。
西卲原种猪场和银冶岭种猪场均隶属于北京养猪育种
中心，2016 年，中心猪场全面升级改造，将西卲原种猪场
生产工艺由一条龙式改为两点式，即对西卲原种猪场母猪
区、粪污储存池和银冶岭种猪场保育 + 中大猪区进行改造，
通过对通风方式、供料系统、排污方式、粪污处理等方面
的改造实现中心猪场生产工艺的全面升级。
会上，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周海深副主任对西卲原种猪
场工艺升级作了全面介绍，并征询到场专家对工艺升级的
建议。通过对西卲原种猪场妊娠舍、产房、保育舍及育成
舍等地的实地考察，到场专家对西卲原种猪场工艺升级给
予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此次大规模的进行猪场工艺的升级
旨在迎接 880 头海波尔原种猪的正式落户。此批种猪具备
体型修长、丰满均匀、增重快、达 120kg 体重日龄 141 天、
料肉比 2.3:1、繁殖性能好、产仔率高、乳头均在 8 对以上、
窝均产仔数高达 14.8 头、每头母猪年提供活仔数达 32.3 头
等诸多优点，可谓种猪中的战斗机。
好马配好鞍，经过升级改造的西卲原种猪场具有匹配
这批优良种猪的实力，待到这批种猪产仔、上市之际必将
成为养猪市场的一批劲马，为行业输送更高质量的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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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鹏环宇畜牧：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 . 路德 . 金曾说，他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关乎民

人艳羡，但在京鹏环宇畜牧打造的家庭农场，不需要被奴

族平等、关乎自由和权利；温家宝总理曾说，他有一个梦想，

役的黑人，却依然可以让你“有一所房子，面朝大地，春

这个梦想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能喝上一

暖花开，六畜兴旺”。

斤奶；平凡世界里的更多人们，有的向往外面很大的世界，

我们梦想中的家庭农场，有以下几个特征：

梦想周游列国，有的则希望回归自然的宁静，梦想拥有一

1、农场为高效率高收益的适度规模经营，不盲目追求

个农场。而京鹏环宇畜牧也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首先

规模，而是追求符合国情政策，适合当地发展，满足农场

是帮助更多农场梦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它关乎畜牧业和

主人的个性化需求。在人员方面只需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工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关乎农村和农民的未来、关乎你我的

作人员，当然如果你想工作更为轻松点，或者时常能去度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同呼吸共命运的蓝天和大地。这个梦想，

个假，那么你可以视情况雇几个人长期或短期帮助你；
2、现代化农场的大多数工作可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

就是建设适度规模的、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

智能化操作，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实现我们梦想

一、梦想中的家庭农场

的关键，它让你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而是既能够享

在马丁 . 路德 . 金的时代，奴隶主们的壮美庄园确实令

受田园生活、欣赏春暖花开，又能有较高的收益和充裕的

京鹏环宇畜牧设计的适度规模的、
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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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养殖场的建设都较为成熟，最为省心方便、经济
高效。
以猪场为例，首先猪舍的建筑就与传统养殖场有根本
不同。据京鹏环宇畜牧技术人员设计，现代化猪舍建造采
用轻型钢结构组装式设计，整体结构设计简单，组装安全
快捷、投资少、产出高，是养猪场建造的创新型设计，也
是环保型猪场的代表。
另外，在现代化猪场，大多数工作可以依靠先进的养
殖设备来完成。例如，一套母猪智能饲喂系统可以饲养管

配备自动稀料饲喂系统、太阳能光伏板、全套环境控

理 65~80 头母猪，一套自动干料或稀料饲喂系统可以饲喂

制系统等先进养殖设备的现代化钢结构建筑猪场

几千头育肥猪，再配合京鹏环宇畜牧提供的自动清粪系统、

时间，可以去看看外面那么大的世界；
3、农场能够实现种养结合、资源循环利用，既没有养
殖粪污的烦恼，又没有土地板结、化肥农药滥用的忧虑，

环境控制整体解决方案等其他配套设施，给猪群提供营养
均衡的食物和适宜的生活环境，使猪群发挥出最大的遗传
潜力，使传统养殖难以望其项背。

在这和谐美好的环境中，你可以“喂马劈柴”，“关心粮

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现代化养殖设备，在解放大量

食和蔬菜”，关心美味的肉蛋奶，同时获得你应得的劳动

劳动力的同时，优化了猪场管理，保证了猪场非常高的生

所得。

产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京鹏环宇畜牧建设的家庭农场中，

这么赞的家庭农场，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农场具体如
何运作呢？我们去深入了解一番。

以夫妻二人为主要劳动力就可以轻松饲养 300 头母猪，并
且获得母猪年提供 25 头以上断奶仔猪的优异生产成绩。所
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实现我们农场梦的基石，是改

二、家庭农场之养殖区

变我们生活的根本所在。

在农场的养殖区，你可以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饲养
各种动物，一切由你做主。你可以做特种养殖，也可以
选择养猪或者养牛，猪和牛是最常见的经济畜种，养殖

三、家庭农场之种植区
在家庭农场的种植区，你可以根据当地气候、土地面

家庭农场让你“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地，春暖花开，六畜兴旺”

耕种机、撒粪车等助力家庭农场机械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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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农场生活在国外非常普遍，在国内，2013 年中央“1
号文件”正式提出鼓励发展家庭农场，透过后续一系列的
政策鼓励和支持态度，可以看到一条农业和农村改革的新
方向，一条充满着阳光和希望的新路径。但目前家庭农场
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京鹏环宇畜牧作为“建设适度规模
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倡导者，不仅仅停留在梦想的描绘，
而是可以将梦想变为现实，甚至根据中国国情可以将梦想
不断升级为多个家庭共同的梦想。
在山西，京鹏环宇畜牧建设的山西长荣种养结合农业

家庭农场粪污处理区：含固液分离车间、

项目非常值得参考借鉴，项目以“种猪 + 杂交小麦 + 彩色

粪污覆膜存储区、有机肥制作车间等

林木”为种养对象，以“漏缝地板自动清粪 + 固液分离车
间 + 有机肥加工车间 + 病死猪处理成有机肥工艺 + 覆膜存

积和土壤条件，选择建设现代化温室，种植兰花、木瓜、

储液体有机肥 + 粪肥地灌系统 + 撒粪车”为粪污综合治理

蘑菇等特色经济作物，或直接机械化规模化种植适合当地

方案，实现粪肥全部还田，走出了自己的发展特色。

的玉米、小麦、园林苗木等作物。

这个项目除了种养结合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合
作社的形式凝聚了更多的力量，寻求更大的发展，这就改

四、如何实现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之梦
要建设种养结合家庭农场，重点在于一个循环，即：
将养殖区的粪污处理成粪肥，供农田施肥，确保土地的肥力，

变了更多家庭的梦想和生活，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和生
态发展状况，为新农村的建设开创了新的道路。
建设适度规模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让农场成员工作

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农田产出饲料或别的经济作物，

愉快、生活水平提升，为人们提供安全美味的食品、清新

反馈给养殖区。

怡人的环境，这个农场梦，你可以有，这个美丽中国、美

在这个循环中，粪污和粪肥的身份转变和合理利用，

丽乡村的梦，我们希望有。助你圆梦，这是京鹏环宇畜牧

是关键环节。京鹏环宇畜牧精心设计的“四步走，从畜牧

的梦想所在。我建设农场、你经营农场，不同的事业，同

场到田间，牧场粪肥综合治理绿色通道”，即“粪污自动

样的梦想，这个美好的世界，值得我们为之共同奋斗！

清除汇集——固液分离——存储熟化成为固体或液态有机
肥——施用到农田林地”，正是现代化畜牧场粪肥处理最
佳解决方案。该方案以科学的现代化工艺和新型实施设备，
将粪污变成粪肥，既解决了养殖场的粪污处理难题，又解
决了种植业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了过度使用化肥、农药
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隐患，重新搭建起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生
态联系，促进种养结合这一古老智慧重焕新生，使家庭农
场之梦更加清新纯净。

五、梦想照进现实
事实上，家庭农场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国外，这种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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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8 年新希望在广东养猪要达 80 万头

3 月 30 日，新希望六和发出消息称，到 2018 年其在广
东新区养猪要达到 80 万头。原文如下：
2016 年 2 月 17 日，新希望六和股份发布公告，斥资
88 亿元以“公司＋家庭农场”等方式发展养猪 1000 万头，
切割万亿猪肉市场蛋糕，布局两端战略。
为推动养猪事业的稳步发展，广东新区近期召开了养
猪专题研讨会，会议有幸邀请了集团养猪事业部负责人罗

祥林及胡宝生先生，为大家培训了聚落式养猪及公司 + 农
户的养殖模式。与新区参会人员一起研讨了目前行业发展
的趋势、新区推进养猪项目的目标、成功要素以及适合新
区发展的养殖模式，并形成可行性方案。
最后新区总裁李维峰先生对各公司提出要求：要制订
三年养殖规划，到 2018 年广东新区养猪达到 80 万头，为
集团布局的养猪战略添色加彩。（来源：新希望六和）

江苏立华牧业在湖南拟投资 1 亿元建厂养鸡

3 月 31 日上午，湖南湘潭县与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以优质草鸡养殖为主导产业的一体化农业企业，是江苏省

一体化养鸡项目签约仪式在中路铺镇成功举行，立华牧业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这次

拟投资 1 亿元，在中路铺镇征地 420 亩建设一体化养鸡项目，

签约我市中路铺镇，是我市成功签约的第一个大型养殖企

其中包括饲料生产用地 80 亩、2 个种禽场用地 310 亩和一

业，将对我市畜牧业尤其是家禽产业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

个交易中心用地 30 亩。

的推动作用，有望彻底改变我市家禽养殖分散粗放、科技

项目将采用“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业发

含量低的局面，其“绿色、创新”的发展理念也符合当前“两

展模式，实现一体化养鸡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建成后，将

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将为我市养殖业创新发展注入新的

带动周边农户 400 户以上发展养鸡生产，实现年出笼草鸡

活力，也有望为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增添新的内容。
（来源：

3000 万羽以上，年创产值 10 亿元以上。

湘潭市畜牧兽医水产局）

立华农牧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贸易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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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志芬：互联网时代更要坚持做好自己

《洞察》杂志：温氏股份 30 余年的成功发展，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技术不断改进生产流程，提

的一个因素是总是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并且制定超前

高生产效率，以确保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现在我们正在做

的战略。请谈谈在把握机遇制定战略上，温氏是怎样做的？

一个工作，就是把现场生产和互联网结合，可以叫做物联网，

温志芬：整个公司能够持续成长的确是抓住了几大机

或互联网 +。一边做相关的研发和推广，一边也在家庭农场

遇。根本性的机遇是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需求、物质需

中实践。这一模式改变了传统喂养需要人工的方式，传统

求都有极大提升，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才有了对畜禽

喂养，产蛋、喂料多少都需要人员一个个统计、手工记录。

产品的需求。对温氏来讲，最大的机遇是改革开放后社会

实现互联网 + 后可以实现自动记录，再进一步，产了多少蛋，

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加上先董事长（温北英）有养鸡的技

系统可以感知，鸡蛋滚出来就录入系统了。所以说，互联

术让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

网帮助我们优化了管理，但不能改变生产本质。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探索出公司 + 农户的生产模式，这

第三个就是要将互联网应用到新的业务模式上。比如说，

一模式的生产效率比基地养殖效率大大提高。在这个阶段，

30 年来温氏都集中在生产领域，如果进入屠宰分销这个领

因为养殖模式的不同，以及我们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等，

域，怎样在商业规则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快速占领市

和一些公司拉开了距离。2000 年前后，遇到国内对猪的品

场？我们利用互联网的工具，采用新的技术力量、技术模

种改良这个机遇，当时中国很多土猪，饲料成本比较高，

式来做屠宰分销，实现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管控，让分销

温氏尝试了新的品种，市场成本大幅度下降，我们又抓住

的模式标准化、可复制。

了一个发展机遇。

当然，在互联网 + 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困境，最大困

目前我认为养殖企业的机遇是环保机遇。一些中小型

境是投入产出比问题，投资这些东西必须是要提高效率，

猪场达不到环保标准，但由于我们之前的公司 + 农户模式

降低成本。现在各方面配备还是比较贵，大幅度降低成本

正在升级为公司 + 农场，从实力规模上，我们有条件实现

还不太可能，积极研发但不是全面推广，示范很好。

环保需求。
《洞察》杂志：如果说现在企业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互联网。尤其是传统行业怎么 +
互联网，您怎么看待互联网与养殖业、与温氏的结合？
温志芬：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提高生产效
率，但不能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和火热就改变了商业的本质。

《洞察》杂志：现在普遍观点认为“互联网 + 三农”
蕴含巨大商机，一些互联网巨头也纷纷投身农业，您怎么
看待传统农业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在农业领域的竞争？
温志芬：我觉得其实传统产业没有那么激烈的竞争，
坚持做好自己就可以得到持续的发展。养殖业这些年，能
够扎扎实实打下去的大企业少之又少。

无论是互联网本身还是智慧农业的提法，我们都必须首先

还有一点，不是农业企业做农业，成功的难度会比我

明确一点，电脑是生产不出鸡肉猪肉的，实现食品生产需

们传统农业基础积累的要难。在农业领域，尤其需要积累，

要最基本的生产单元，而这也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需要时间，虽然资本在农业领域会有一定力量，但不会是

互联网可以做什么？

主导，关键还是在积累。因为农业不是说你放多少稻谷，

首先是信息化管理。我们现在传统生产在管理方面，

就能够加工出多少大米，在养殖业，很可能投了 1 万只鸡苗，

决策上已经实现互联网化的形式。传统上信息化的工作温

最后连一只都没剩。农业和工业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

氏比其他企业要早很多。通过信息化管理，确保决策的准

所以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温氏都要坚持把自己做好，

确性、及时性。

这才是持续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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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市场行情回顾及 2016 年走势预测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

过去 10 年，我国畜牧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

由于 2015 年前 5 个月的生猪市场行情低迷，猪粮比价

和全球化红利的驱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正在

始终处于盈亏平衡点以下，3 月份第 3 周降至最低点 5.05:1。

淡去，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重工业化的高增长时代已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全国猪粮比价低于 6:1，共

结束，而人口老龄化、人力成本上升、投资回落及技术进

持续了 17 个月（见图 2）。随着 2015 年后期猪价的恢复性

步放缓等制约因素在加强。在世界经济复苏不景气和国内

上涨，猪粮比价逐步上升。2015 年 6 月第 1 周，猪粮比价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高端餐饮及肉类消费市场疲

升至盈亏平衡点（6：1）以上，生猪生产结束了近一年半

弱，生猪产业周期性调整不期而至，且长达一年半时间。

的连续亏损局面，开始盈利。猪粮比价在 2015 年 10 月第 4

2015 年，生猪市场在经历探底后走上持续复苏的通道，行

周达到当年最高点 :8.07:1。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看，

情持续向好。目前，生猪生产与消费处于新的平衡期，在

猪粮比价从 2015 年第 22 周（6 月份第 1 周）回到平衡点以

回顾生猪市场行情的基础上，综合生猪产能和消费等诸多

上。截止 2015 年 12 月底 , 已经连续 31 周高于平衡点。其中：

因素，对 2016 年生猪价格走势作一分析。

2015 年 9-12 月，猪粮比价平均值达到 7.9：1。

一、生猪市场行情回顾

二、2016 年生猪市场走势

从生猪等产品价格趋势图（图 1）看，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生猪市场行情如何走，主要看产能、消费和盈

2015 年 3 月，生猪、仔猪和猪肉价格整体呈震荡下行趋势。
期间，生猪价格的阶段性高点和低点不断下移。直至 2015
年 3 月末，生猪价格才见底回升。至 2015 年 7 月份，生
猪价格出现快速大幅上涨，单月涨幅达 17%。至 8 月底，
生猪价格涨至 18.4 元 /kg，为 2012 年以来最高价位。仅比
2011 年 9 月的历史最高点低 9%。进入 9 月份，生猪价格
出现回调。高位调整 2 个月后，12 月份开始小幅上涨。从
中国畜牧协会监测数据看，生猪价格在 2015 年 3-8 月连续
5 个月上涨，累计上涨了 50.3%。仔猪价格在此期间累计上
涨了 80.0%。中国畜牧协会监测到 2015 年 12 月份的仔猪
价格为 32.68 元 /kg，同比上涨 45.8%，累计上涨了 46.38%
（2 月为最低点）；育肥猪价格为 16.5 元 /kg，同比上涨
23.56%，累计上涨了 37.77%。

图 1 2009-2015 年我国生猪相关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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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 年的平均值（13.68 头）提高了 3.4%；从监测的规模
企业数据看，2015 年每头能繁母猪提供的肥猪头数较 2014
年提高约 5% 左右，能繁母猪的生产能力呈上升趋势。出
栏生猪活重近几年逐渐提高（增幅在 0.5%-1% 左右）。由
此推算出：每头母猪一年可提供的猪肉量比前 4 年提高了
约 55kg。虽然如此，但对于能繁母猪总存栏量的影响并不大。
从中国畜牧协会监测数据看，定点监测规模养殖企业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量 在 2014 年 8 至 12 月 比 较 稳 定， 维 持 在
47.5 万头左右；2015 年 1-6 月在 46.7 万头左右，下降了约

图 2 2009-2015 年我国生猪、
玉米价格及猪粮比价走势图

1.7 个百分点；2015 年 12 月上涨至 48.7 万头左右，比 1-6
月增加了约 3 个百分点；比 2014 年增长了 2.57%（见图 3）；
比 2013 年、2012 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17.42%、11.62%。父
母代种猪存栏量比 2014 年同期增长了 7.07%，比 2013 年同
期下降了 3.83%，比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1.92%。2015 年 12
月，能繁母猪存栏总量与近来的最高点（2013 年 12 月）相
比下降了 17.42%，父母代种猪存栏量与近来的最高点（2013
年 10 月）相比下降了 4.48%。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目前规

利空间等影响因素如何变化。

模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波动幅度较小，相对比较稳定。规

（一）产能因素

模养殖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在 2015 年 5、6 月份止跌，下

产能因素主要分析：能繁母猪存栏量、能繁母猪生产

半年环比连续数月微幅增长。

能力和生猪出栏重量的变化情况。
首先，能繁母猪存栏情况：从农业部公布的数据看，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在 2013 年下半年达到高峰。随着生

总体来看，生猪产能自 2013 年达到近年来高点以后一
路下跌，至 2015 年 5、6 月间见底后止跌回升，目前正处
于上升阶段。预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稳步上升。

猪市场行情的变化，能繁母猪存栏量一直呈下降趋势。

（二）消费因素

从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连续下降了 28 个月（见图

猪肉在我国的肉类消费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年来

3）。2015 年 12 月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1.4%；按 2012 年 3

猪肉消费占比相对稳定，自 2000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59%

月公布的基数推算：2015 年 12 月底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应

以上。

为 3800 万头；比 2013 年底下降了 23.0%，下降幅度较大。

2009 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猪肉量保持在 21kg 左

2015 年下半年，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逐步缩小，出现止

右；农村居民家庭猪肉消费量保持在 14.4kg 左右。2013 年，

跌企稳迹象。从农业部公布的 2016 年 1 ～ 2 月份的数据

全国居民人均全年购买肉类及其制品 32.7kg，其中猪肉量

看，能繁母猪存栏量降幅已进一步缩小；而中国畜牧协会

19.8kg，低于 2010 ～ 2012 年的水平。总体来看，全国居民

监测的规模企业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已开始回升，环比分别

家庭猪肉消费稳重略降。

是 0.35% 和 0.72%。若未来仔猪、生猪和猪肉价格继续维

另一方面是餐饮消费。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餐

持较高价位运行的话， 预计今后几个月内能繁母猪存栏量

饮消费明显萎缩。这给猪肉消费直接带来负面影响。据统

会继续上升。

计，餐饮业收入同比增长速度由 2011 年的 16% 以上下降

其次是能繁母猪生产能力和生猪出栏重的变化情况。

到 2013 年的 9% 左右，在 2014 年底为 9.7%。2011 至 2014

2014 年以来，每头能繁母猪可年提供生猪 14.15 头，相比

年，限额以上单位（限额单位是指年营业总收入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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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2015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农业部、中国畜牧业协会）
备注：中国畜牧业协会监测环比和同比来源于协会对 100 个规模养殖企业的监测数据。下同。

以上、年末从业人员 40 人以上的餐饮企业）累计营业收入

的上升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猪价与粮价并不是同步

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8%、12.7%、-1.7%、2.2%。限额以上

运行，而是相向而行。即一方面生猪价格上升，另一方面

单位营业收入月同比均值从 2011 年的 19.1% 下降到 2013

粮价下降。因此，猪粮比价出现了非正常上升的情况。但

年 的 -1.5%，2014 年 为 2.6%。2015 年 1-12 月 限 额 以 上 单

无论如何是有利于生猪生产的现象，增大了生猪生产的盈

位累计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7.0%，但考虑同期货币增

利空间。养猪生产者应充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紧盈利，

发因素，估计 2015 年餐饮业实际消费提高幅度不大，总体

休养生息，为扩大再生产积蓄力量。

上餐饮业消费呈下降情况。
近年来 CPI 变化情况：据统计，从 2006 年至 2014 年，

综上所述：如果未来国家政策和疫情不发生明显变化，
一是就目前能繁母猪存栏量（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生猪监

全年 CPI 分别为 1.47%、4.77%、5.90%、-0.70%、3.33%、5.42%、

测数据）、仔猪价格与生猪价格走势来看，短期内生猪供

2.68%、2.63%、1.99%，除 2009 年外，2014 年为最低。虽

应在消费旺季将稍微偏紧，在消费淡季将趋于平衡。二是

然在 CPI 走低的情况下，猪肉价格一枝独秀，自 2015 年下

就猪粮比价走势看，规模养殖比重将会较快增长，生产效

半年以来一路走高，但到目前为止已上升乏力。若 CPI 继

率也会迅速提高，生猪价格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平

续维持目前的地位或继续走低的话，即便生猪产能继续下

稳下降，生猪生产将会有较长一段盈利时间；预计 2016 年

降，猪肉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也不会太大。

第二、三季度猪粮比价将开始回落，但仍将在较高位点运

综合全国居民家庭消费和餐饮消费趋势及 CPI 变化来

行，养殖企业整体利润将有所降低，但下降幅度不会很大；

看 : 猪肉的总体消费水平呈维持或略有下降趋势，总体消费

下半年行情将比上半年稍差，全年生猪生产总体上是一个

水平的下降对生猪市场走势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好年景。

（三）生猪生产盈利空间
自 2015 年 6 月以来，生猪价格一路走高，猪粮比价也
随之上升。目前，尚在高位运行（前已述及）。猪粮比价

备注：欢迎加入协会监测，请将单位名称、监测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发到邮箱 396444820@qq.com。协会将反馈每
月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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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国猪肉进出口情况初步分析
□中国畜牧业协会 石守定

据 海 关 统 计，2015 年， 我 国 累 计 进 口 猪 肉（含猪杂

出口金额 3.2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9%，平均单价 4507.7

碎）159.5 万 t，较上年增加 15.2%，价值 27.3 亿美元，增

美元 /t，比上年下降 2.4%（图 1-3）。2007 年以后猪肉出

长 11.2%。进口平均价格为每 t1713 美元，下降 3.5%。猪

口量整体维持在低位，而价格差维持在高位。进出口额逆

肉进口量（含猪杂碎）从 2007 年开始大幅增长，除 2009

差在 2010 年后不断扩大。

年有所减少外，一直维持较高的进口量。2015 年创历史新

2015 年，中国猪肉出口国分布在亚洲、欧洲，出口量

高，是 2007 年的 3.36 倍，增长了 236.2%。猪肉（含猪杂

占比分别为 93.4%、6.5%（图 4）。其中，对亚洲出口猪肉

碎）出口量在 2004 年最高，也只有 29 万 t。此后逐年下降，

数量为 6.68 万 t，比上年下降 23.3%，金额为 3.06 亿美元，

2008 ～ 2015 年变化不大，整体比较稳定，维持在 6 ～ 11

同比下降 24.4%，平均单价为 4583 美元 /t，比上年下降 1.4%；

万 t 左右。

对欧洲出口猪肉数量为 4635t，比上年增长 7.2%，金额为
1597.2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7.1%，平均单价为 3446 美元 /t，

1、 猪产品出口
1.1 猪肉（不含猪杂碎）出口
2015 年，中国出口猪肉 7.15 万 t，比上年下降 21.9%，

比上年下降 13.3%。
2015 年，对亚洲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涉及 10 个，对欧洲
出口的国家有 11 个，对南美洲和北美洲出口国均有 3 个，

图 1 2000-2015 年猪肉进出口量变化图

图 2 2000-2015 年猪肉进出口额变化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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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5 年猪肉进出口均价变化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 4 2015 年猪肉出口地区及出口量占比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 5 2015 年猪肉出口国及出口量占比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 6 2015 年加工猪肉出口国及出口量占比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表 1 2011-2015 年中国活猪出口数据
年份

2011年

比上年

2012年

比上年

2013年

比上年

2014年

比上年

2015年

比上年

数量（万头）

156

-7.60%

164

5.20%

168

2.44%

173

2.98%

169

-2.31%

金额（万美元）

45204.7

33.50%

46056.4

1.90%

45922.5

-0.29%

45635.2

-0.63%

48250.1

5.73%

项目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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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5 年中国冻猪肉进口量比例

图 8 2015 年中国猪杂进口量比例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对非洲出口的国家有 2 个。自中国出口猪肉的国家和地区中，

2、 猪产品进口

按金额排名前 6 个国家和地区为香港、吉尔吉斯斯坦、澳门、

2.1 猪肉（不含猪杂碎）进口

俄罗斯、新加坡、蒙古，出口金额占比分别为 77.9%、6.2%、

2015 年，我国猪肉进口量为 77.75 万 t，比上年增长

5.3%、4.9%、2.5%、1.4%。按量排名前 6 个国家和地区为

37.8%，进口额为 14.1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8.3%，均价

香港、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澳门、蒙古、朝鲜，占比

为 1863.6 美元 /t，比上年上涨 0.4%（图 1-3）。从德国、

见图 5。香港进口猪肉量仍稳居第一。

西班牙、美国、丹麦、加拿大和法国进口数量最多，占比

1.2 活猪出口

分别为 26.4%、17.6%、13.1%、10.5%、7.9%、5.5%（图 7），

2008 年以来，活猪出口地基本只有中国香港和澳门（除

进口猪肉均价分别为 1773.2 美元 /t、1866.7 美元 /t、1930.9

2012 年出现朝鲜外）。2015 年，中国出口活猪总量为 169

美元 /t、2159.7 美元 /t 、1710.2 美元 /t、2296.5 美元 /t。德

万头，比上年下降 2.3%；出口金额 4.83 亿美元，比上年增

国取代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猪肉出口国。

长 5.7%（表 1）。
1.3 加工猪肉出口

2.2 猪杂碎进口
2015 年，猪杂碎累计进口量为 81.73 万 t，比上年下降

2015 年 我 国 加 工 猪 肉 出 口 10.1 万 t， 金 额 4.12 亿 美

0.4%；进口额为 12.8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9.0%；均价为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3.2%、13.7%。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涉

1570 美元 /t，比上年下降 8.7%。我国进口猪杂碎主要来自

及 54 个，主要集中在亚洲、大洋洲和非洲，其中从我国进

于德国、丹麦、美国、西班牙、荷兰、加拿大，均价分别

口加工猪肉量较多的前 5 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香港、日本、

为 1497.8 美元 /t、1436.4 美元 /t、2038.2 美元 /t、1490.0 美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 2014 年同），占比分别为

元 /t、1518.1 美元 /t、 1443.9 美元 /t。猪杂碎进口国家及进

41.1%、31.0%、8.5%、7.0% 和 4.3%（图 6）。

口量占比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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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节粮型肉禽产业
□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 顾云飞

中外瞩目的 2016 年全国两会在首都北京召开，国务

肉叫做白肉。红肉的特点是肌肉纤维粗硬、脂肪含量较高，

院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用很大篇幅来讲农业

而白肉肌肉纤维细腻，脂肪含量较低，脂肪中不饱和脂肪

和农村工作，总理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酸含量较高。如果把红肉与白肉作一个比较，其优劣自明。

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

一是脂肪含量高，尤其是猪肉，每 100g 猪肉中脂肪含量高

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坚守耕地红线，

达 30.3g，而 100g 鸡肉中的脂肪含量仅有 10g 左右，仅相

提高耕地质量，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

当于猪肉的 1/3。二是红肉的脂肪中多为饱和脂肪，而白肉

给、口粮绝对安全，把 13 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的不饱和脂肪却高得多。脂肪也有好坏之分，饱和脂肪多

手中。

了对健康不利，不饱和脂肪却是好脂肪。牛肉中的不饱和

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数量

脂肪仅占脂肪总量的 6.5％，而鸡肉中却占 24.7％。比较各

增加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

种肉食的优劣，我们就应该把鸡肉放在肉食结构中更加突

受耕地减少、资源短缺等因素制约，我国粮食的供求将长

出的位置。

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食安全任务艰巨。发展节粮型

此外，与猪、牛相比，肉禽具有饲养周期短、饲养及

肉禽业是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缓解粮食供求矛盾、丰富

加工自动化程度高、对环境污染较少等优点，建议国家应

居民膳食结构的重要途径，具体原因如下：

该对发展肉禽等节粮型畜牧业给予高度重视，从而为调整
肉食消费结构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产业基础。具体提出

1、饲料消耗少
目前，在我国畜牧业的几大品种中，猪肉的饲料报酬

如下建议：
1、加大肉禽的政策扶持力度。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

率为 3.5：1，鸡肉为 1.67：1，单以饲料报酬率作比较，则

人们习惯吃猪肉，这个消费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此，

生产 1kg 猪肉的饲料能生产 2kg 鸡肉；2014 年全国共生产

国家先后出台了“生猪养殖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和“猪

猪肉 5671 万 t，用同样多的饲料，则能生产鸡肉 11885 万 t。

肉收储”等一系列政策，稳定扶持生猪生产，以满足市场

根据向 IPC 执行部门提交的各国调查报告的情况表明，我

的需求，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长远发展考虑，

国猪肉类产品基本占中国肉类消费的 65% 左右，比世界平

国家应当把节粮型肉禽作为畜牧业的根本发展战略予以确

均水平 38.5％高出 26 个百分点。我国人均鸡肉消费量虽然

立，在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扶持政策上予以保证，使节粮

已经从 1984 年的 1.03kg 增长到现在的 9.05kg，但与发达国

型畜牧业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家相比仍然很低，是美国 43.67kg 的 20.72%，是世界平均

2、利用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引领禽肉消费。肉禽

水平的 50％，这与我国人多、耕地少，粮食资源人均占有

营养价值高、饲料转化率高、粮食消耗低、价格低，是我

率低的国情相违背。

国人民重要营养食物，也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对解
决“三农”问题、优化农业结构、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2、提供的蛋白质更加优质
众所周知，牛肉、羊肉和猪肉叫做红肉，而鱼肉、禽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媒体报道的管理和引导，让人们更多地
食用禽肉等对人身体健康更为有利的白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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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禽业发展概述及 2016 年展望
□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禽业是一个涉及 3700 多万养殖场户的民生行业，在满
足居民动物蛋白需求，保证主要畜禽产品稳定供给，促进

第一章 品种介绍

农民增收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蛋鸡品种。

2015 年，各禽种各自发展，效益各异，行业“在平稳中调整，

目前，我国饲养的蛋鸡品种（或配套系）有国产和引

在调整中优化” 。

进两类品种。2015 年，进口品种因传统引种来源国发生禽

第一，2015 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畜牧业生产周

流感而中断引种，2015，国产祖代蛋雏鸡新增数量比进口

期性波动依旧明显，在产能调节到位的情况下，生猪养殖

祖代蛋雏鸡新增数量多 38.47 万套，国产祖代蛋雏鸡新增数

效益进入上升通道，平均出栏一头生猪养殖户盈利 109 元，

量占当年祖代蛋雏鸡新增总量的比重比进口祖代蛋雏鸡多

牛、羊、奶牛效益缩水，不及 2014 年水平。家禽行业，除

73.94 个百分点。

白羽肉鸡产业在 2015 年触底外，蛋鸡、黄羽肉鸡、鸭业、

国产蛋鸡品种有，京红 1 号、京粉 1 号、京粉 2 号、

鹅业、鸽业等平稳发展并在转型发展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

大午京白 939、大午粉、大午金凤、农大 3 号、农大 5 号、

信号。第二，禽蛋及禽肉产量反向变化，协会测算，2015 年，

豫粉 1 号土种蛋鸡、新杨黑配套系、苏禽绿壳蛋鸡等。

鸡蛋产量 2157 万 t，同比增加 2.71%，禽肉产量 2201.34 万 t，

2015 年，进口的祖代蛋雏鸡数量只有 6.78 万套，比

同比下降 1.60%。其中，白羽鸡肉 758 万 t，黄羽肉鸡 364

2014 年的 19.83 万套减少了 65.81%。全国仅有 3 家企业从

万 t，817 小型肉鸡 70.61 万 t，淘汰蛋鸡 142.38 万 t，鸭肉

国外引进祖代蛋雏鸡。受到美国、法国等国家相继暴发禽

693.81 万 t，鹅肉 150.54 万 t，鸽肉 22 万 t。第三，效益方面，

流感影响，海兰和罗曼这两个主流品种在 2015 年都没有引

除了白羽肉鸡产业链仍处于深度亏损之中外，其他禽种总

进。2015 年，引进的祖代蛋雏鸡品种只有伊莎和巴布考克。

体平稳，有些处于震荡调整期，有些则出现了向好的迹象。

巴布考克是小众品种，伊莎是常用的蛋鸡品种。

总的来看，盈利的禽种及代次有所增加，亏损的禽种及代

第二，肉鸡品种。

次有所减少。但由于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畜禽消费增速

在我国，肉鸡主要包括两大类，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

放缓，畜禽产品尤其是大宗的畜禽产品基本都已经或正在

白羽肉鸡全部为进口品种，黄羽肉鸡全部为国产品种。目前，

经历“供求再平衡”的过程，因此如果产能释放的节奏快

我国饲养的白羽肉鸡的主要品种有 AA+、罗斯 308、科宝

于终端需求增加的幅度，将对产业效益造成不良影响。第

艾维茵以及哈伯德等。受美国发生禽流感影响，各品种所

四，禽产品贸易受疫情、贸易政策，乃至双边政治关系等

占比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AA+ 和罗斯 308 的引种量

复杂因素的影响。2015 年我国禽产品贸易表现为三个下降，

同比分别下降了 50.66% 和 36.52%，往年引进量较大的科

分别是贸易量下降、贸易额下降以及贸易顺差下降。其中，

宝艾维茵只有少量引进。2015 年，AA+ 引进了 25.54 万套，

顺差下降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出口至日本市场

占全部引进量的 35.46%；罗斯 308 引进了 30.10 万套，占

的熟食及调理品的量额下降；二是，来自巴西的鸡翼增加。

全部引进量的 41.80%；科宝艾维茵引进了 1.50 万套，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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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引进量的 2.08%；哈伯德引进了 14.88 万套，占全部引进

羽肉鸡行业“去产能”继续进行，封关客观上促进“去产能”

量的 20.66%。

加速进行。

黄羽肉鸡按生长速度分为快速、中速和慢速三种类型，

第三，鸭的品种。

其中以慢速型黄羽肉鸡最具特色。截至 2015 年底，通过国

在我国，鸭的品种包括三类，即肉鸭、蛋鸭和蛋肉兼

家级审（鉴）定的黄羽肉鸡遗传资源和品种已达到 78 个。

用鸭。肉鸭又分为白羽肉鸭（如 Z 型北京鸭、南口 1 号北

其中，配套系 48 个，地方鸡种 29 个，培育品种 1 个。

京鸭、天府肉鸭、樱桃谷鸭、枫叶鸭、南特鸭、狄高鸭）、

具有代表性的配套系有：新兴黄鸡、新兴矮脚黄鸡、

番鸭、半番鸭等。蛋鸭的代表品种有绍兴鸭、金定鸭、高

新兴麻鸡、岭南黄鸡、皖江黄麻鸡、雪山鸡、粤禽皇、良

优鸭等；蛋肉兼用鸭的代表品种有吉安红毛鸭、四川麻鸭、

凤花鸡、墟岗黄鸡、苏禽黄鸡、金陵黄麻鸡、金陵花鸡、

巢湖鸭等。

新广青脚麻鸡、新广黄鸡、凤翔青脚麻鸡、凤翔乌鸡、五

白羽肉鸭方面，目前，我国祖代白羽肉种鸭 80% 以上

星黄鸡、潭牛鸡、三高青脚黄鸡、天露黑鸡、天露黄鸡、

从国外引进，往年引进的主要品种为樱桃谷鸭，枫叶鸭、

光大梅黄鸡、桂凤鸡、温氏青脚麻鸡、科朗麻黄鸡等。

南特鸭、狄高鸭、奥白星鸭、巴巴里番鸭等。2015 年，受

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鸡种有：文昌鸡、广西麻鸡、广西
乌鸡、龙胜凤鸡、如皋黄鸡、五华鸡、东安鸡、拜城油鸡、
他留乌骨鸡、德化黑鸡、城口山地鸡、淅川乌骨鸡、安义
瓦灰鸡、太行鸡等。

美国禽流感影响，枫叶鸭以及巴巴里番鸭没有引进。2015
年全国白羽肉鸭祖代存栏量约为 41.72* 万套。
近年来，我国鸭的育种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农
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侯水生研究员带领团队与企

近几年来，黄羽肉鸡的育种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许

业开展联合育种，所培育的 Z 型北京鸭，在小种群选育取

多新的黄羽肉鸡品种（或配套系）相继通过国家审定。

得理想效果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大种群选育，终于培育出“草

2012-2014 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鉴）

原鸭”新品系。该品种及北京金星鸭业有限公司培育的南

定的配套系有：“振宁黄鸡”、“潭牛鸡”、“三高青脚

口 1 号北京鸭等获得市场认可。蛋鸭方面，当家的蛋鸭品

黄鸡 3 号”、“天露黄鸡”、“天露黑鸡”、“光大梅黄 1

种有金定鸭、绍兴鸭，高邮鸭等，产蛋率处于世界领先水

号肉鸡”、“粤禽皇 5 号蛋鸡”（蛋肉兼用型）以及“桂

平。2015 年，由浙江省农科院卢立志研究员主持，诸暨市

凤二号肉鸡”。

国伟禽业有限公司和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共同培育的“国绍

2015 年又有 4 个黄羽肉鸡配套系通过审（鉴）定，成
为国家级黄羽肉鸡新品种，分别为：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

I 号蛋鸭”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第二个通过审定
的蛋鸭新配套系。

份有限公司的“温氏青脚麻鸡 2 号”、台山市科朗现代农

第四，鹅的品种。

业有限公司的“科朗麻黄鸡”、广西金陵农牧集团有限公

目前，我国饲养的肉鹅主要以国产品种（或国产配套系）

司的“金陵花鸡”、以及由河北省畜牧兽医局申报的“太
行鸡”。截至 2015 年底，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

为主，国产品种种鹅的存栏数量占存栏总数的 60% 以上。
我国种鹅品种丰富，按产地划分，可分为“国产品种”、

（鉴）定、成为国家级遗传资源的黄羽肉鸡品种达到 78 个。

“进口品种”两类；按用途划分，可分为“产肉品种”、“产

2015 年，祖代在产黄羽肉种鸡的年平均存栏为 132.50

肝品种”、“产蛋、产绒品种”三类。属于国家级保护品

万套 *，同比降幅 4.55%；祖代在产白羽肉种鸡的年平均存

种的有伊犁鹅、豁眼鹅、皖西白鹅等 10 个品种。我国鹅的

栏为 95.13 万套，同比降幅 11.46%。虽然，黄羽肉鸡的祖

育种、保种工作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主产区的高等

代种鸡存栏有所下降，但由于其产能水平还有足够的释放

院校和民营企业内进行。

潜力，因此当前的祖代黄羽肉种鸡存栏规模非常充足。白

第五，肉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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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上饲养的肉鸽品种或品系分为引进品种和自主

2015 年，祖代蛋种鸡平均存栏 59.67 万套。据协会监

培育品种两大类。引进品种方面，按血缘可分为王鸽类和欧

测数据推算，父母代蛋种鸡平均存栏 1734 万套 *，商品代

洲肉鸽类；按产地可分为美国王鸽、丹麦王鸽、泰国王鸽和

蛋雏鸡累计销售量 13.49 亿只 *，商品代产蛋鸡平均存栏

欧洲肉鸽；按羽色可分为白羽、银羽、灰羽等。自主培育的

12.23 亿只 *，后备蛋鸡月平均存栏 4.21 亿只 *，年产鸡蛋

品种主要是杂交王鸽，石岐鸽、泰深鸽、天翔 I 号等。2015

约 2157 万 t*，淘汰蛋鸡 13.65 亿只 *。

年，种鸽饲养数量约为 2015 年的 3500 万对 *，比 2014 年增

第二，肉鸡养殖。

加 200 万对 *，恢复到 2012 年底的水平，且留存的种鸽普

2015 年，我国肉鸡行业效益分化态势更为明显。黄羽

遍质量较好，能保障乳鸽的正常供应。其中，广东种鸽存栏

肉鸡商品代养殖可获盈利，白羽肉鸡产业遭遇 30 年来最差

1500 万对 *，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南方肉鸽养殖区域，是种

行情。白羽肉鸡方面，全国祖代白羽肉种鸡平均存栏量为

鸽存栏恢复较快的区域，基本超过了 H7N9 以前的存栏量。

143.20 万套。其中，在产的存栏 95.13 万套，后备的存栏

第六，小结。

48.07 万套，父母代白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 4456.21 万套 *，

从祖代各种禽的存栏数量或年新增情况来看，除了蛋

商品代白羽肉雏鸡累计销售量 45 亿只 *，出栏商品代白羽

鸡的国产化率由于进口品种引种受阻而大幅提高外，其他

肉鸡 42.83 亿只 *，年产白羽肉鸡产品产量约为（全净膛率

禽种国产化程度变化不大。蛋鸡方面，祖代蛋雏鸡的国产

75%）758 万 t*。黄羽肉鸡方面，祖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

化率在 2015 年大幅提高至 86.97%；肉鸡方面，祖代肉种

栏 132.50 万套 *，据协会推算，商品代黄羽肉雏鸡累计销

鸡的国产化率接近 60%，其中，祖代白羽肉种鸡的国产化

售量 40.11 亿只 *，出栏商品代黄羽肉鸡 37.30 亿只 * 左右，

率为零，祖代黄羽肉种鸡的国产化率接近 100%；水禽方面，

年产黄羽肉鸡产品产量约为（全净膛率 65%）364 万 t*。

祖代种鸭的国产化率约为 50%，其中，祖代白羽肉种鸭的

第三，水禽及乳鸽养殖。

国产化率约为 20%，祖代蛋种鸭的国产化率为 100%；肉鹅

2015 年，我国鹅业仍处于平稳过渡阶段，全年没有出

的国产化率约为 60%。需要特别一提的是，草原鸭（Z 型

现市场行情的大起大落，但盈利空间有限；鸭业出现回暖

北京鸭），南口 1 号北京鸭分别在分割型和烤炙型肉鸭市

迹象，虽整体仍无利润空间，但产业链各环节效益较 2014

场大展拳脚，正越来越多的获得市场认可，未来将进一步

年已有所好转。2015 年，我国蛋鸭存栏 2.24 亿只 *，产鸭

提高种鸭的国产化水平。

蛋 422.32 万 t*；白羽肉鸭出栏 28.53 亿只 *，产鸭肉 556.42

目前，我国整体的种禽自给率在 50% 以上，但部分种禽，

万 t*；番鸭、半番鸭出栏约 4 亿只 *，产鸭肉约 98 万 t*；

主要是白羽肉鸡和白羽肉鸭的自给率不高，对外依存度较

淘汰蛋鸭约 1.75 亿只 *，产鸭肉约 39.39 万 t*。白羽肉鸭的

大。目前，全部的祖代白羽肉鸡和 80% 以上的祖代白羽肉

出栏量占整个肉鸭出栏量的比重超过 80%。

鸭需从国外引进。

鹅业发展较为平稳，种鹅存栏数量增加。2015 年鹅存
栏量约为 2.82 亿只 *，出栏量约为 6.35 亿只 *，年产鹅肉

第二章 养殖概况

150.54 万 t*。乳鸽养殖迎来效益较好的一年，种鸽存栏量

第一，蛋鸡养殖。

和肉鸽出栏量均比 2014 年有所增加，2015 年种鸽存栏量为

2015 年，我国蛋鸡行业总体仍处于盈利状态，但获利

3500 万对 *，肉鸽出栏 5.80 亿只 *，产鸽肉约 23.20 万 t*，

空间较 2014 年已有所缩小。分代次来看，父母代蛋雏鸡的

乳鸽产销两旺，销售价格为三年来的最好水平。

销售处于平衡略有盈余的状态，部分祖代蛋种鸡企业盈利；

第四，小结。

商品代蛋雏鸡的销售效益较好，绝大部分父母代企业盈利；

2014 年第二季度以来，家禽行业正式进入“后 H7N9

鸡蛋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但蛋鸡养殖依然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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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情况有所不同。2015 年，家禽行业继续震荡调整，

人肉类消费的主要产品，加之家禽行业易受突发事件影响，

除了白羽肉鸡仍处于深度亏损之中外，其他禽种都处于平

禽肉占肉类消费比重增加的速度并不是很快。2010 年，

稳发展时期，有的在行业转型发面还出现了一些向好迹象。

禽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为 20.90%，2011 ～ 2012 年，

总的来看，盈利的禽种及代次有：父母代蛋种鸡 、商

该比重分别上升了 0.60 及 0.20 个百分点。受 H7N9 事件

品蛋鸡、黄羽肉种鸡（祖代、父母代整体来看）、黄羽肉

影响，禽肉占肉类消费总量的比重已连续两年下降，2013

毛鸡、鹅业、鸽业。盈亏平衡的禽种及代次有：祖代蛋种鸡、

年，禽肉占比 21.10%，2014 年禽肉占 20.11%，分别下降

父母代白羽肉种鸭、白羽肉毛鸭。亏损的禽种及代次有：

了 0.60 及 0.99 个百分点。2015 年情况有所改善，禽肉占

祖代白羽肉种鸭，祖代及父母代白羽肉种鸡，白羽肉毛鸡

21.17%，提高了 1.06 个百分点。

及白羽肉毛鸡屠宰加工企业。

需要指出的是，禽肉，尤其是鸡肉消费受突发事件的

主要禽产品产量有增有降，鸡蛋产量同比增加 2.71%，

影响较大，有些事件是对行业本身问题的扩大和炒作，有

白羽鸡肉产量减少 4.05%，黄羽鸡肉产量增加 2.25%，白羽

些事件与行业没有关系，完全是某些部门不科学的命名所

鸭肉产量下降 2.59%，鸭肉总产量下降了 1.37%，鸽肉产量

导致的。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能够排除突发事件的

增加约 13.70%。

干扰，禽肉所占比重继续增加的希望还是很大。

第三章 消费慨况

第四章 2016 年初行业生产及效益情况

根据《中国畜牧业统计（2014 年）》及《2015 年国

蛋鸡（1 ～ 3 月）：全国在产祖代种鸡的平均存栏量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目前，我国肉

60.31 万套，同比减少 8.58%；全国父母代雏鸡累计产销量

类总产量世界第一。其中，猪肉产量世界第一，鸡肉屠宰

432.88 万套，同比 -0.48%，销售价格有所提高；父母代种

量及产量世界第二（美国鸡肉产量第一，巴西第三），鸭

鸡存栏缓慢回升，商品代雏鸡产销量增加显著，同比增加

肉、鹅肉的屠宰量及产量世界第一。禽蛋及鸡蛋产量世界

14.87%， 价格略有提高；1 ～ 2 月份累计只鸡盈利 4.62 元，

第一 。

同比增加 5.9%。平均鸡蛋价格为 7.56 元 /kg，同比下降 9.9%；

2015 年，禽蛋人均占有量为 21.81kg/ 人，比 2014 年

平均鸡蛋成本 7.33 元 /kg，同比下降 11.9%；平均淘汰鸡价

增加了 0.65kg/ 人。肉类消费 方面，2015 年，我国肉类

格 19.71 元 / 只，同比下降 0.7%。第一季度累计盈利 5.47 元，

人均占有量为 62.73kg/ 人，比 2014 年减少了 0.93kg/ 人，

同比 13.8%。

肉类消费的结构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具体来看，2015 年

白羽肉鸡：受美国、法国封关影响，祖代存栏继续下降，

猪肉人均占有量为 39.91kg/ 人，比 2014 年减少了 1.55kg/

处于历史低位；父母代存栏趋稳；父母代雏鸡价格持续上涨；

人； 禽 肉 人 均 占 有 量 为 13.28kg/ 人， 比 2014 年 增 加 了

商品代雏鸡、毛鸡价格波动较为剧烈，体现短期周期变化；

0.48kg 克 / 人；牛羊肉人均占有量为 8.30kg/ 人，比 2014

鸡肉价格恢复性上涨。

年增加了 0.13kg/ 人。
另外，我国水产品的消费增长较快。2015 年，水产
品的人均占有量为 48.65kg/ 人，比 2014 年的 47.16kg/ 人，
增加了 1.49kg/ 人。
长期来看，我国肉类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为，禽
肉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的增加，对以猪肉为代表的“红肉”

黄羽肉鸡：祖代种鸡存栏继续减少，父母代种鸡稳中
有增，商品代雏鸡和毛鸡市场持续走高，形势利好。
白羽肉鸭： 白羽肉鸭行情有所好转，鸭苗及毛鸭价格
均成本线以上运行。
鹅、鸽等： 鹅苗及活鹅价格均不错，预计下半年行情
差于上半年。肉鸽养殖效益较好，养殖量有所扩大。

形成了替代之势。但受传统饮食习惯所限，猪肉仍然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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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球肉类生产和贸易预测
□国际合作部
□翻译稿来源：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

一、全球牛肉市场

西开放也为巴西牛肉出口创造了新的机遇。

（一）全球牛肉产量

（三）美国牛肉产量和出口量

2016 年， 全 球 牛 肉 产 量 预 计 回 升， 上 涨 1%， 达 到

牧草质量的提高和饲料成本的下降，使得美国肉牛存

5920 万 t。主要牛肉生产国将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提高牛

栏量在 2016 年首次上升，一改 2010 年以来的持续下滑。

肉产量，尤其是美国、印度和巴西。随着国外需求的增长，

与此同时，美国的牛肉出口也有望提高 6%。 澳大利亚出

印度牛肉产量将进一步扩大，出口将占到其产量的 48%（同

口下降给美国重获亚洲市场带来了希望，弥补了美国向加

比，巴西的出口只占到了其产量的 18%）。受存栏量大幅

拿大、墨西哥牛肉出口停滞不前的损失。

减少的影响，澳大利亚屠宰量将进一步降低，产量减少。
然而，澳洲良好的草场条件为畜群重建恢复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二）全球牛肉出口量
强劲的牛肉需求刺激了全球牛肉的出口，2016 年主要

二、全球猪肉市场
（一）全球猪肉产量
2016 年，全球猪肉产量将保持在 1.12 亿 t，变化不大。
中国生猪存栏量连续三年缩紧，2016 年中国生猪存栏量将

贸易国的牛肉出口将达到 990 万 t，同比上涨 3%。对于印度、

较为稳定。饲料成本的下降和猪肉价格的上涨，有望促进

巴西、美国等主要牛肉贸易国来说，牛肉贸易带来的收入

中国母猪的存栏量、母猪的产仔量和每头猪的出肉量。虽

极为可观。随着东南亚、中东和北非对印度牛肉需求的增加，

然屠宰量减少了，但个体猪的重量增加了，预计 2016 年中

印度将继续保持牛肉第一大输出国的地位。中国市场向巴

国猪肉的产量将保持相对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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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业投资和行业整合，稳定的饲料价格和强劲的国内需求
也为俄罗斯猪肉产量上升奠定了基础。
（二）全球猪肉出口量

三、全球鸡肉市场
（一）全球鸡肉产量
全球鸡肉产量预计增加 2%，达到历史新高 8930 万 t。

全球主要猪肉生产国的出口量有望提高 2%，达到约

2015 年，巴西超越中国成为第二大鸡肉生产国。稳定的饲

730 万 t。除俄罗斯减少进口外，其余主要进口国进口量将

料价格和出口增长将进一步稳固巴西的生产大国地位。印

小幅增加。而主要猪肉出口国当中，美国将是唯一一个大

度是鸡肉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随着国内不断壮大的

幅扩大出口的国家。

中产阶级对鸡肉的需求日益增长，2016 年印度的鸡肉产量

（三）美国猪肉产量和出口量
此前，受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影响，美国猪肉出口一
直不景气。随着疫病影响的消退，美国猪肉生产预计将增

预计增加 8%。
（二）全球鸡肉出口量
全球鸡肉出口有望回升，达到 1070 万 t，同比上涨 4%。

长 1%，达到有史以来的新高 1130 万 t。出口也有望增加 4%，

三大主要供应地区，巴西、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量将继续增加，

达到 240 万 t。美国猪肉价格的优势有望开拓更多的市场，

出口量将占到世界鸡肉贸易量的四分之三。各主要出口国

特别是墨西哥市场。

鸡肉供应量的增加，使得各国国内鸡肉价格下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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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美国鸡肉生产将达到 1840 万 t，上涨 2%。

推动了鸡肉的对外出口。相比红肉产品，鸡肉更为廉价，
再加上欧元和巴西雷亚尔的走低，进一步刺激了鸡肉的出

出口将达到 320 万 t，增长 8%。

口。尽管全球油价下跌，经济增长疲软，许多小国的鸡肉
需求预计仍将有小幅的上升。

总之，2016 年，全球肉类生产和贸易将继续回升，行
情以坚稳为主。

（三）美国鸡肉产量和出口量

全球牛肉、猪肉、鸡肉贸易情况
单位：千 t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p

2016f

牛肉

58,160

58,527

59,467

59,746

58,443

59,196

猪肉

103,581

106,868

108,823

110,566

111,458

111,962

鸡肉

81,159

83,282

84,494

86,549

87,944

89,336

合计

242,900

248,677

252,784

256,861

257,845

260,494

牛肉

56,517

57,047

57,785

57,708

56,466

57,006

猪肉

103,170

106,260

108,360

110,044

110,944

111,226

鸡肉

79,835

81,640

82,987

84,952

86,276

87,376

合计

239,522

244,947

249,132

252,704

253,686

255,608

牛肉

6,451

6,679

7,489

7,900

7.559

7,711

猪肉

6,558

6,858

6,597

6,358

6,438

6,466

鸡肉

8,228

8,540

8,689

8,893

8,639

8,693

合计

21,237

22,077

22,775

23,151

22,636

22,870

牛肉

8,072

8,138

9,126

9,990

9,601

9,926

猪肉

6,995

7,268

7,027

6,873

7,145

7,259

鸡肉

9,573

10,087

10,255

10,470

10,231

10,688

合计

24,600

25,493

26,408

27,333

26,977

27,873

产量

消费

进口

出口

注：牛肉、猪肉的重量为胴体重当量，鸡肉的重量为即烹食品重。2015 年和 2016 年的数据为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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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长毛兔种业的发展之道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 名誉会长 唐良美

出口创汇方面‘一枝独秀’，故有人认为我国长毛兔生产
为典型的外向型产业；据有关资料报道，全国年平均出口
兔毛，50 年代为 148t，60 年代为 583t，70 年代为 1988t；
到 80 年代，在国际兔毛市场价大幅攀升的直接影响下，全
国各地出现了长毛兔养殖“热”，兔毛生产出现“超常规”
发展，全国兔毛产品年均出口量达 5673t，占同期世界贸易
总量的 90% 以上。
在国际兔毛市场和国内毛兔生产快速发展的强力推动
下，在优质种源 - 西德长毛兔批量进入中国的有利条件下，
中国长毛兔种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步时间比
长毛兔种业，是涉及长毛兔的品种品系选育，良种繁殖，

欧洲发达国家晚近 30 年。

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性能监测，及种兔生产经营产业化

中国长毛兔种业发展的初期，侧重在对西德长毛兔、

等方面的科技研究、专属企业及其行业组织管理的一个产

法国长毛兔、丹麦长毛兔和日本长毛兔的引种观察；其后

业体系；

随着西德长毛兔的大批引进（据有关资料，在 82-86 年间

我国是名列世界第一的长毛兔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

仅由农业部、外贸部有关进出口企业引进的西德长毛兔种

不言而喻，毛兔种业不仅是我国毛兔生产水平的标志，是

就达 2000 余只），种业科技很快转向西德长毛兔种兔的饲

长毛兔生产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更是促进我

养扩繁、杂交改良本地长毛兔的效果观察及良种兔的推广

国毛兔产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

应用；为此应运而生的是，以饲养西德长毛兔和中系安哥

首届长毛兔种业发展大会的胜利召开，是在新的形势

拉兔为主的良种毛兔繁育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东部沿

下构建现代长毛兔种业，进一步提高我国长毛兔种业的科

海省市；随即，在相关科研单位（或科技人员）的参与下，

技发展水平、进一步发挥种业的社会功能，为毛兔产业稳

以利用西德和中系安哥拉兔为主的家兔种质遗传资源，培

定发展做出新贡献。

育长毛兔新品种、新品系的科技创新热潮，在上海、江苏、

中国养殖长毛兔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兔毛生产形成生

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区先后涌现。

产力，则是在 1954 年生产出口 0.4t 兔毛之后。毛兔生产先

截止 2010 年 8 月，我国通过国家审定或认定的长毛兔

后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河南、重庆、

新品种有：‘浙系长毛兔’、‘皖系长毛兔’、‘苏系长

四川等地发展。

毛兔’和‘西平（河南）长毛兔’；通过省市新品系审定

2000 年以前， 中国长毛兔生产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生

或科技鉴定的有上海市的唐行长毛兔 , 山东省的鲁东珍珠长

产的兔毛和兔毛产品，几乎 100% 出口到境外，兔毛及兔毛

毛兔和烟台（系）长毛兔，鲁南的泰山长毛兔和薛城长毛兔，

产品的年出口创汇额曾高达 1 亿美元以上，在我国畜产品

鲁西的荏平长毛兔，还有四川省的荥经长毛兔和重庆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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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长毛兔。
迄今，我国长毛兔种质资源，不仅在数量上雄踞当今
世界第一，在种质质量尤其在最重要的经济性状 -- 年产毛

管理者清楚地认识到，加快构建我国长毛兔的现代种业，
提高种业发展水平，对推动我国长毛兔产业的发展振兴，
稳定长毛兔生产、增强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量上，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的‘浙系’长毛兔、‘皖系’

在学习和了解现代种业的科学含义及国内外长毛兔种

长毛兔均达到相应的国际领先水平，分别与世界著名的绒

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长毛兔种业发展的现状和

毛型长毛兔西德安哥拉兔和粗毛型长毛兔法国安哥拉兔不

客观条件，对加快构建我国长毛兔的现代种业，提高种业

相上下。

发展水平的途径提出以下建议：

中国长毛兔种业的兴起，尤其在良种培育及其在生产
中应用推广方面所取的成就，不仅使我国长毛兔生产在上

1、构建我国长毛兔的现代种业，可借鉴西德长毛兔种
业发展的有益经验。

世纪 90 年代后期，率先摆脱了对‘外来品种’的依赖，并

上世纪，在联邦德国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从事长毛兔

大幅度提高了我国长毛兔的单产及总产水平：毛兔个体平

科技研究的人才队伍，开展绒毛型长毛兔的选育历时超过

均年产毛量，由不足 200g 提高到 900g 左右，其中高产群

40 年，终于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育成了世界上产毛性能最

体的年产毛量达到或超过了当代世界的先进水平；2000 年

优秀的德系安哥拉兔；据 1982 年测定，德系安哥拉兔年

全国家兔育种委员会，曾组织专家在浙江宁波镇海种兔场，

产毛量（91 天养毛期），公兔平均为 1057g，母兔平均为

开展了世界上空前绝后的，1000 只长毛兔产毛量的现场测

1250g，为当代世界长毛兔年产毛量的领先水平；德系安哥

定，公、母兔的年平均估测（73 天养毛期）产毛量分别达

拉兔的绒毛品质优秀、遗传性能稳定得到了世界同行的公

到 1700 和 1900g；全国兔毛年平均总产量则由 1954 年的

认；同时，在长毛兔品种繁育及饲养管理等方面所取得的

0.4t，提高到 90 年代令世界瞩目的 8000t 以上（其中 1995

科技成果丰硕、引领国际水平；此外，在德国长毛兔种业

曾创 20800t 的最高历史记录），占到同期世界兔毛总产的

内不仅组建了以指导种兔选育和种质监管为重任的育种者

90%。

协会，还有产、学、研相结合的长毛兔育种中心，专门从

在短短的 20 年间，中国毛兔种业的兴起与发展，不仅

事种兔的繁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以规范长毛兔良

推动我国快速发展成为兔毛生产、产品出口和种质资源的

种的繁育与生产；全国设有 4 个国家级家兔性能测定站；

世界大国，也为世界毛兔产业的科技进步和种业发展做出

着力发展融繁、育、推、为一体的长毛兔种兔生产企业，

了积极贡献。

种兔的生产经营实行产业化，使西德成为世界良种长毛兔

但我们毫不讳忌地坦诚，中国长毛兔种业的发展，由

的最大输出国。

于起步较晚，历时不长，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无论从种业

2、提高种业发展水平，必须坚持科技创新。

内部架构的完整性或肩负毛兔产业发展的履职功能上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从事长毛兔科技研发、应用推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家兔种业乃至与国内猪、禽种业的发展
相比，均存在明显的差距。
当前，在国民经济及畜牧产业发展进入结构性调整、
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宏观形势下，我
国家兔产业发展进入新常态，家兔的生产环境、生产模式
及国内外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尤其是近两年来，在面对国内长毛兔生产，受国际兔
毛销售市场疲软和“拔毛风波”的严重影响，毛兔存栏量
和年产毛量均出现较大幅度回落，产业发展承受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的情况下，从业的广大科技人员、企业家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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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科技队伍正处在更新时节。坚持毛兔产业的科技创新，

良种生产企业恢复发展的同时，对现有的企业按‘优胜劣汰’

首先要保持适当的专业从事长毛兔科技研发的队伍，提高

的原则进行整顿；更应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

其研发能力；对优势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应加大基础性、

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对专属企业坚持扶优扶强原则

公益性研究投入；我国长毛兔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明显优势，

的精神，对具有育种能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一批在长毛兔产业中具有国

大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增强其创

际影响力的专家和科技成果。

新能力。结合当前我国长毛兔种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建议

针对当前长毛兔生产迫切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兔

相关的行业管理部门，对长期致力于长毛兔种业发展的，

毛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效益的技术支撑，

以嵊州为代表的浙江长毛兔种兔企业、安徽、江苏、山东

个人认为，科技研发重点应侧重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品

蒙阴等地承担皖系、苏系长毛兔品种繁育及良种扩繁的种

种的选育应在稳定原品种主要遗传特性的前提下，重点放

兔企业，从政策上、科技项目上及财政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

在提高兔毛纤维的加工利用价值、产毛率和降低料 / 毛比等

4、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长毛兔种业的组织管理。

经济性状的遗传选择上；其二，在以产绒毛为主的毛用种

组织化程度低，监管不到位，是我国家兔产业包括种

兔中，开展大、中型品种间的杂交利用研究，以提高商品

业在内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化程度低，导致产业内经营

兔的产毛性能和繁殖性能；其三，探讨种用兔和商品生产

混乱、市场无序竞争自伤元气，有碍产业体系形成合力、

兔的最适经济利用年限及其淘汰兔的毛皮、肉产品的开发

稳定发展；也是导致家兔产业长时间在国家和行业计划管

利用，以提高长毛兔综合利用价值；其四，研究制定包括‘品

理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种标准’在内的与毛兔种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系列技术标准。

监管不到位，难以提高家兔产品和种兔的市场竞争力；

3、加快推进长毛兔种业发展，必须加强专属企业的主

不主动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产业健康发展则

导地位。

无保证。

长毛兔种业的专属企业是承接和整合长毛兔种质资源，
开展种兔繁育的基地；是产、学、研联合开展种业科技研

因此，为构建中国长毛兔现代种业，进一步完善和落
实长毛兔种业的组织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平台；是实施种兔生产推广，经

个人认为，加强组织管理，不仅要落实在组织形式和

营产业化的主力军；从一定程度上看，种业体系中的专属

执法管理上，还应对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路线给予引导和帮

企业，其强弱不仅会制约种业的发展进程，更是种业发展

助。

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对中国长毛兔种业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

我国长毛兔种业中的企业，大多以生产、销售种兔为

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长毛兔品种资源走出国门，另一

主；据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 2012 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

个是将良种长毛兔推向国内西部牧区，不仅有利于增强毛

有 60 个长毛兔种兔场；受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

兔产业的生命力，还能为休牧还草，增加牧民收入做出贡献；

般种兔企业多因经营管理粗放，质量和品牌意识淡薄，抗

我期待着实现的那一天。

御风险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而起落不定，
“挂牌容易，
歇业转产更快”，一语道破了种兔企业缺乏稳性的深层次
原因。
种兔生产经营企业的不稳定性，对毛兔产业稳定发展
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大家有目共睹，也是我国长毛兔种
业健康发展的一大弊垢，这与我们过去对专属企业在种业
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支持太少无不相关。
构建中国长毛兔现代种业，应在积极支持经营长毛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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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鹿业品牌战略构想
□中国畜牧业协会鹿业分会

新千年的到来，西方的鹿业逐渐转型定位于茸用，我国以
鹿茸为主的鹿业产业的垄断状态被打破，在国际国内市场
上，我国的鹿茸产品遭遇了各个方面的强烈挑战。第一，
驯鹿茸的冲击影响最大。过去我国中药生产用鹿茸投料的
都是用梅花鹿、马鹿茸的下段作为药厂的主要原料，现在
药厂为降低成本选用的多为俄罗斯的驯鹿茸，同时驯鹿茸
走私数量逐年增加，严重的冲击了国产鹿茸在制药行业所
应有的市场份额。第二，南韩经济下滑，使我国鹿茸在南
韩市场需求总量比 2004 年以前有所减少。第三，新西兰开
始重视鹿茸生产对国际市场和对我国市场增加供给量。第
四，市场不规范，伪劣鹿茸、茸片大量的混杂其间，有些
提到“泡菜”就会想到韩国，提到“雪茄”就会想到古巴，
提到“咖啡”就会想到巴西，这就是一个国家产业品牌的
作用。

甚至真伪难辨。在南韩市场用新西兰鹿茸当作中国梅花鹿
茸卖的现象也很普遍，假货冲击严重。
在恶意的竞争过程中使鹿茸价格一直低位徘徊，这就

品牌是消费者识别产品品质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产品

使养殖户的收益和心理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多人都放

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产业

弃了鹿业养殖，这可以说是我国鹿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严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生存与

重的危机。

发展，品牌战略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个企业，一个国家的产
业发展同样需要品牌意识，需要构建品牌战略。中国鹿业
品牌战略的构建，无论对于促进中国鹿业的发展，提升鹿
产业整体竞争能力，还是对于鹿民增收、弘扬中国鹿文化
都是十分必要的。

1 中国鹿业产业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鹿业产业的国家，上世纪 50 年
代初，我国就建立了以鹿茸为主产品的养鹿业，西方的鹿
业产业起步于七八十年代，起初定位于肉用，到九十年代
才逐渐向茸用转型，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由于
鹿茸产品没有竞争对手，中国鹿业发展一片大好。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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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鹿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主打产品是“花鹿茸”，由
于梅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产，主要生活在中国，在其它国
家很少见，同时由于花鹿茸又具有显著的医疗和保健价值，
这些基础条件便于打造出中国鹿业产品的特色，有利于中
国鹿业品牌的推广。
3.2 避免鹿业产品交易中的“柠檬市场”现象
“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 也称次品市场，
是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
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会止

图 1 品牌战略必要性

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柠檬
市场效应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

2 中国鹿业品牌战略的必要性
中国鹿业产业已经从垄断阶段过渡到了竞争阶段，为

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
致劣等品市场。

了使中国鹿业产业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并生存发展下去，

目前的鹿产品市场，尤其是鹿茸市场，良莠不齐，以

这时就非常必要开展品牌战略，宣传中国鹿业产品的特色

次充好现象严重，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

性，使消费者认同中国鹿业品牌。

程度一般要低于销售者，销售者甚至以次充好，为增加销

我国鹿业产业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于产业发展处

量而倾向于降价，但优质产品由于利润空间有限，在价格

于垄断阶段时，也就是一种“人无我有”的状态，由于没

上就不占优势了，在市场主体对优质鹿业产品所拥有信息

有竞争对手，只要做好生产就能获得超额收益，保证产业

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只愿以市场平均价格购买优质鹿

的生存发展。但当进入竞争阶段时，竞争对手出现，垄断

业产品。这种逆向选择易使优质鹿业产品的交易过程出现

状态被打破，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都面临挑战。这时产业

市场失败，优质鹿业产品被普通鹿产品或劣质鹿业产品排

发展就需要进行转变，要从“人无我有”向“人有我优”

挤出市场。通过品牌经营，将优质鹿业产品的生产特点、

方向发展。但仅仅质量上的优质是不够的，还要让消费者

文化内涵、品质信息通过品牌传递给消费者，使其接受优

知道产品的优质，让消费者知道你的产品的特色，这时就

质鹿业产品，产生品牌记忆，并积极重复购买，促进优质

需要引入品牌战略。（见图 1）。

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效避免鹿产品交易中的“柠檬市场”

中国鹿业产业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经历了垄断阶段

现象。

的辉煌，现在又面临竞争阶段的考验，为了使我国鹿业产
业健康的发展下去，必须构建中国鹿业品牌战略，提高中
国鹿业的品牌价值，提高中国鹿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 中国鹿业品牌战略实施的作用
3.1 更好地宣传中国鹿业产品的特色
特色也就是差异化，品牌是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因素。
对于消费者来说，品牌个性、品牌特色是成为消费者购买
产品的重要依据，面对琳琅满目的货架，只有成为惟一性
的品牌，消费者才能看得见你，只要你的品牌有特色，消
费者才会认可才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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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超额利润促使鹿业产业优化
品牌战略的实施，将对鹿业产品在加工、包装、宣传
等一系列环节进行设计，使产品在规格、品质等方面有更
强的统一性，实现标准化生产。通过一系列的设计，增加
了产品的附加值，由于品牌效应的影响，可以通过较高的
定价获得超额利润。
在超额利润的驱动下，会有更多的生产者倾向于标准
化生产，但小规模单个农户的生产方式在资金、技术及生
产能力上都无法满足标准化的要求，这就必然要求生产者
变革生产方式，通过联合、入股等形式组成新型的产业化

图 2 品牌战略结构图

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增强产业活力，提
高产品竞争力。
3.4 促进鹿业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

识别；品牌经营战略又包括品牌维护战略和品牌延伸战略。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有着极大的价值，会在消费者

详见（图 2）

心理产生奇妙的作用。同质产品，消费者会认为强势品牌

4.1 远景规划

比一般品牌要好，即使花高价也是值得的，这样在激烈的

包括两个层次，首先在国内市场使国内鹿茸需求企业，

竞争中，良好的产品品牌就会极大的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主要是中药生产企业，充分认识到中国梅花鹿茸和马鹿茸

目前，我国出口鹿产品质量上一直很好，但数量规模

的价值，有效缓解走私驯鹿茸的冲击。其次是在国际市场，

却很小，品种也相对单一。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我国

使中国鹿茸成为国际市场的知名鹿业品牌，当消费者提到

出口鹿产品必须通过品牌建设，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品

鹿茸就会想到中国，就如同人们提到“泡菜”就会想到韩国，

牌质量，同时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发展名优特产品和精深

提到“雪茄”就会想到古巴，提到“咖啡”就会想到巴西一样，

加工产品，提高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中国鹿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5 面对竞争有较大弹性

4.2 文化规划

品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即随着消费者收入

中国有着深厚的鹿文化，我国养鹿业历史悠久，是世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品牌农产品。鹿品牌战

界上三大鹿业生产国之一，也是最早将鹿产品应用于医疗

略的实施，为消费者带来他们所需要的附加价值和顾客让

保健的国家。我国人工养鹿有 300 多年的历史，我国明朝

渡价值，使消费者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满意感和自豪感，进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鹿茸能生精补髓，养

而产生对品牌的顾客忠诚。品牌忠诚度的形成会使消费者

血益阳 ，强精健骨 ，益气强志” 的作用，一些亚洲国家食

在下次购买产品时对某个品牌产生偏好，从而形成重复购

用鹿茸及鹿副产品的依据也源于此。

买行为。当面对同样的竞争时，忠诚度高的品牌，因为消

同时中国养鹿业有着 3 大建树，第一：养鹿业定位为

费者改变的速度慢，所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研发新产品，

茸用以鹿茸为主产品的定位，是我国养鹿业的基本特色。

完善传播策略应对竞争者的进攻。

第二：出台了国家级鹿茸产品规格标准，作为鹿茸鉴定标
准投入商业应用。第三：鹿茸加工形成煮炸、烘烤、风凉、

4 中国鹿业品牌的构建
品牌战略结构体系构建包括品牌远景规划、品牌管理

回水、煮头五道工序。这 3 大建树形成了养鹿业的基本理
论体系。

规划和品牌文化规划构成。品牌管理规划又包括品牌导入

所以在文化规划上，要着重强调中国特色，使消费者

战略和品牌经营战略，品牌导入战略包括品牌定位和品牌

认识到鹿业起源中国，鹿茸加工的精髓也在中国，中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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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品是正宗的、优质的。
4.3 管理规划
包括品牌导入战略和品牌经营战略，品牌导入战略是

鹿业产品品牌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受到商标法保护的品
牌价值更高。
品牌延伸：通过产品线延伸、副产品线延伸和授权许

根据品牌诊断阶段的分析结果，确定基本方向，如目标市场、

可制度，使品牌得到持续发展，永葆吸引力，使其能长期

客户群等，运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进行品牌定位和品牌形

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高度的忠诚。

象设计及推广，包括品牌定位和品牌识别；品牌经营战略
是结合产业自身的特点以及环境的要求，运用品牌延伸、
品牌维护等战略，提升品牌竞争力。
品牌定位：目标客户群定位在具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
层和社会成功人士，首先这类人有稳定的收入和物质保障。
同时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素质，对健康
非常关注。
品牌识别：要定义出中国鹿茸品牌的价值（保健）；
品牌的个性（优质正宗）；品牌的辨识符号（中国梅花鹿）。

5 建议
要想使中国鹿业品牌战略能够顺利实施，就需要全国
的鹿业协会专门筹划这一战略，协调和实施品牌战略的各
个环节：
品牌质量维护方面：在协会的指导下，由专门的鹿茸
收购、加工企业作为纽带，严格划分鹿产品的质量、等级、
价格，使鹿产品走向标准化、正规化。
品牌法律维护方面：协会可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品牌维护：包括质量维护、外观维护和法律维护。质

当企业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协会可以牵头与相关部门协

量维护是前提，为了保证产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就要确

调。同时为了促进产业发展，协会可以争取政策扶持，在

保产品服务和质量，有利于树立产业良好的形象；外观维

税收等方面寻求优惠政策。

护可通过核心图案或主题文案来表现品牌的特定个性，实

品牌推广方面：协会可以代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

现与消费者的感情沟通，塑造品牌个性；法律维护可通过

国际市场进行统一的宣传和推广活动，使品牌战略达到理

注册商标等手段保护品牌。获得注册、享有商标专用权是

想的效果，从而促进中国鹿业产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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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骆驼 细说驼绒
□中国畜牧业协会骆驼分会

对于骆驼，大多数人还有一种神秘感，其实，人类早

长毛，在长毛内贴身长有一层柔软、细小的纤维，被称之

在 4000 年前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骆驼了。古代丝绸之路的

为“驼绒”。正是有了这层十分保暖的驼绒，骆驼才可以

驼铃声仿佛仍旧回响在我们的耳畔，丝绸之路是在驼背上

抵御大漠冬季零下 40 度的严寒。可能还没有人听说过骆驼

建立起来的。骆驼非常可爱，十分通晓人性，骆驼舍身救

被冻死的。驼绒的优异保暖性与它适应恶劣的沙漠生态环

主的故事在沙漠草原上广为流传，骆驼是牧民心中的“家

境分不开，可谓与生俱来。

神”，是人类最早的朋友。骆驼十分神奇，它不仅耐寒，

骆驼绒是一种非常神奇、非常保暖的稀有动物纤维。

而且耐高温，耐饥，耐渴、耐劳，骆驼可以 15 天不吃不喝

驼绒的保暖性非常好，又能坚持蓬松度。单从保暖性和蓬

而照常役使，可以负重 150kg，日行 60km。骆驼可以 40 天

松度上看只有羽绒才具有雷同的长处。每到夏季骆驼全身

不进水草而危及不到生命。寿命长达 40 年。骆驼母驼怀孕

绒毛自动脱落，秋季再生，骆驼是少有的换毛动物，因此，

期 14 个月，幼驼 2 岁断奶，5 岁成年。骆驼有极强的嗅觉，

人们形容骆驼富有奉献精神。在我国，驼绒被、驼绒裤、

可以找到 20km 以外的水源。骆驼具有超强的方向感，在浩

驼绒睡袋的使用历史悠长，据文字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

瀚的沙海中，无路可寻，但是骆驼的头驼可以带领驼队往

驼绒已被作为宫廷的上等保暖材料使用。虽然，中东、非

返于几百上千公里的两地之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

洲、澳洲骆驼数量居多（单峰驼），但由于地域炎热，毛

地，从不迷失方向。它的这些特殊体能特性超过了任何动

薄而短，没有纺织价值。骆驼绒是我国及蒙古国稀有的高

物的极限。骆驼是软蹄动物，对草场不会践踏伤害。骆驼

档纺织原料。30 年前，我国骆驼数量约 60 万峰，原毛产量

是半野生的食草动物，一年四季闲游在大漠之中，游牧范

约 2000t。当时的驼绒原料是全国调拨，所以南方的许多老

围可达 300 平方公里，吃沙漠中咸、苦、带刺的灌木嫩叶，

年人都还记得驼绒被，当年若能享用到一床驼绒被是一件

起到修剪草木，促进再生的作用。骆驼是沙漠生物链中的

很庆幸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外市场对驼绒情有

调节者，是最具生态性的旗舰种群。骆驼全身长有厚密的

独钟，我国的驼绒原料几乎全部出口到欧洲、美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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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达国家。随着现代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骆驼的数量

从长江两岸到南部的深圳、广州、香港、台湾地区，在气

急剧减少，现在已从 30 年前的 60 万峰锐减至 15 万峰，原

温 20℃以下的条件下，使用驼绒被都是很舒服的。在使用

料产量也已减少到 400 多 t（每峰骆驼平均产原毛 3kg）。

上驼绒被特别轻暖，透气好，贴身不压身非常舒适。比较

由于驼绒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在过去生活水平较低的年

羽绒被虽然保暖性很好，但是透气性差，有闷热感；羽绒

代一般家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驼绒来自驼毛之中，可以

不贴体，有种空荡荡、轻飘飘的感觉，而有些人的皮肤也

说没有毛就没有绒。但是，要想获取稀有的驼绒，需要经

会对羽绒过敏。驼绒有一种贴身贴体的温暖温柔感，这是

过几十道加工工序精梳提取（提纯比率约 30%），其含绒

羽绒服所没有的。羊绒、羊毛、棉花和蚕丝做被子保暖率

率越高、细度越细、长度越长品质越珍贵。优质的驼绒十

不如驼绒和羽绒，他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应用一段时间就

分柔软，纤维细度可达 17μm，比头发还细几倍。“毛”

会发生毡并现象，发僵、发硬，失去了蓬松柔软，冬天变

属于“有髓纤维”，纤维不但粗而且硬，是实心的，如羊毛、

得又冰又冷。

驼毛、兔毛等。而“绒”则属于“无髓纤维”，是空心的，

驼绒的吸潮性和挥发性比较其它纤维最为优异，在阴

有利于空气的贮存，所以驼绒、羊绒不但纤细柔软，而且

冷潮湿的地域和南方的冬季，睡在驼绒被里那种干爽舒适

即轻又暖，还由于数量极少，又被称之为“软黄金”。驼

的感觉是人们爱好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有风湿病和腰

绒与驼毛、羊绒与羊毛，还有羽绒与羽毛都是性质截然不同，

腿疼怕冷怕寒的中老年人效果尤其好。驼绒有很好的亲肤

价值悬殊的两种物品。

性，与皮肤亲密接触没有任何副作用，亲和皮肤，柔软舒适。

为什么驼绒倍受外国人的喜爱？无论是寒冷的欧洲、

在清代帝王的床上用品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比丝棉更

美国，还是温湿的日本、意大利，驼绒产品都倍受青睐。

加轻柔的被子，华丽的被面里面竟然是神奇的驼绒。帝王

这是因为驼绒超强的保暖性、防潮性、不板结、柔软舒适

选用驼绒作为被子的絮填物，说明驼绒在保暖性上更优于

的特性决定的。在驼绒同羊毛、羊绒、牦牛绒、蚕丝等动

棉花、丝棉。 历史上阿拉善驼绒被赐名为 " 王府 " 驼绒 , 是

物纤维的比较中，它的摩擦性与缩绒性是最差的，即驼绒

皇家的专供物品。

的可纺性差。科学研究发现：驼绒不易纺纱的根本原因是

在我国，内蒙古阿拉善盟是骆驼的故乡，秘境般的巴

驼绒的鳞片数量少、摩擦力小，“不合群”，其抱合力和

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横贯东西，面积

缩绒性都差。正因为驼绒的这一特性，便成了做絮填物的

大 11 万 km2，这里是世界闻名的驼羔绒的产区。30 年前阿

上品，使驼绒的缺点变成了独特的优点。由于摩擦力小、

拉善拥有骆驼 25 万多峰，占全国的二分之一，现在骆驼数

缩绒性差，从而不易扳结，就愈显蓬松。蓬松性好，其保

量减少到 8 万多峰，其一年所产的精梳驼羔绒产量也只能

暖性与舒适性随之更佳。

满足 1 万条被子的生产所需。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稀缺动

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临终前留给儿子一件

物资源，国家农业部已于 2006 年，把阿拉善双峰驼列为国

遗物，是一顶驼绒帽子。老人说，多亏了这顶帽子在朝鲜

家级“遗传资源保护畜种”。先后成立的“中国畜牧业协

的寒冷冬季里保住了他的耳朵。老人特别珍惜那顶帽子，

会骆驼分会”、“双峰驼保护学会”等机构和组织，通过

让儿子好好保管，留为纪念。此外，还听拉骆驼的老人说起，

各种方式动员国际、国内喜爱骆驼、爱护动物的个人和组织，

拉骆驼是一项很艰苦的职业，餐风露宿，在必备的粮食与

积极参与研究和保护骆驼的行动中来。

水以外，一条驼绒睡袋是必不可少的随行物件。在冬季野

近年来，在阿拉善大地上，涌现出了一批以驼绒加工

外宿营，唯驼绒睡袋莫属。到了夏季，只要把驼绒睡袋铺

为主的知名品牌，这些企业及产品，采用先进的技术，而

在草地上睡觉就决不会受潮腰痛。驼绒睡袋又轻又暖而且

且它蕴藏着古老的骆驼文化精髓，承载着“丝绸之路”的

防潮性极好，便于携带，冬夏皆宜，所以是野外活动的必

使命，闪烁着勤劳的民族智慧。骆驼伴随着人类创造了阿

备伴侣。

拉善“苍天”般的历史文化，驼绒传承着中华民族古老的

除了北方，在南方阴湿的冬季，驼绒被就更加适宜。

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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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业协会 2016 年度
部分会议预告
1、第五届（2016）中国白羽肉鸡行业发展大会暨第四
届全球肉鸡产业研讨会
时 间：2016 年 5 月 16-17 日
地 点：沈阳市辽宁大厦
内 容：本次会议将围绕“回归理性、精深加工、促
进消费、有序发展”的主题，邀请权威专家、学者、知名
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对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和方向、产业政
策、鸡肉消费、生产经营、实践经验、理念创新、技术管
理、疫病防控、营养需求等方面，进行报告和研讨。同时，
为了给参会者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会议拟设置肉鸡产业
对接环节。
联系人：高海军
电 话：010-58677700-872
2、第五届（2016）中国黄羽肉鸡行业发展大会
时 间：2016 年 10 月 26-28 日
地 点：海南省文昌市
内 容：邀请行业领导、国内专注于黄羽肉鸡业发展
的权威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及关注肉鸡业发展的相关
人士，对国内黄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和方向、政策、前沿
的生产管理技术、延伸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屠宰加工、
设备开发、品质保鲜、标准制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等
方面，进行报告和研讨。
联系人：高海军
电 话：010-58677700-872
3、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三届五次理事会
时 间：待定
地 点：待定
内 容：报告禽业分会 2016 年工作；审议禽业分会
2017 年工作计划 ( 草案 )；审议禽业分会理事提案；审议增
补禽业分会第三届理事会人员等事宜。
联系人：吕淑艳
电 话：010-58677700-875
4、2016 鸭业论坛暨白羽肉鸭工作委员会年会
时 间：待定
地 点：信阳锦江国际大酒店

164 畜牧产业·2016年4月刊

内 容：讲解中国经济发展走势，分析中国水禽产业
发展趋势。
联系人：曹琼
电 话：010-58677700-176
5、2016 年度“种畜禽产品信息统计监测预警项目”培
训会议
时 间：2016 年 12 月
地 点：北京
内 容：总结“种畜禽产品信息统计监测预警项目”；
交流数据上报工作的成功经验、探讨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部署“2017 年种畜禽产品信息统计监测预警项目”；表彰
在信息监测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企业信息员。
联系人：吕淑艳
电 话：010-58677700-875
6、第十四届 (2016) 中国猪业发展大会
时 间：9 月
地 点：待定
联系人：韩玉国
电 话：010-58677700-869
7、2016 中美猪业发展研讨会
时间：9 月
地点：待定
联系人：韩玉国
电 话：010-58677700-869
8、第七届（2016）中国鹿业发展大会
时 间：2016 年 7 月 5-6 日
地 点：吉林长春
第五届中国梅花鹿、马鹿鹿王大赛
时间：2016 年 8 月 18 日
地点：辽宁西丰
内 容：邀请行业领导、国内外鹿行业领域权威专家、
学者、企业家及产业上下游相关人士，对国内外鹿业产业
发展现状和方向、行业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产业政策问
题以及新技术的应用、市场开发等进行报告和研讨。

会议预告

联系人：付龙霞
电 话：010-58677700-161
9、第十三届（2016）中国羊业发展大会
时 间：2016 年 8 月
地 点：重庆酉阳县
内 容：邀请行业领导、羊业分会全体会员、全国羊
业及其相关行业 ( 养殖、屠宰、加工、贸易、餐饮、投资、
兽药、生物制品、饲料、牧草、设备等 ) 的企业家、专家、
管理工作者等相关人士，对国内养羊业发展现状和方向、
政策、生产管理相关技术、产业链延伸对接、标准化生产、
屠宰加工、互联网与电商平台应用、羊文化等焦点问题进
行研讨。
联系人：赵印
电 话：010-58677700-163
10、第十一届（2016）中国牛业发展大会
时 间：2016 年 9 月 27-28 日
地 点：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内 容：邀请行业领导、国内专注于牛业发展的权威
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及关注牛业发展的相关人士，对
国内牛业发展现状和方向、政策、前沿的生产管理技术、
延伸产业链、标准化生产、屠宰加工、设备开发、标准制定、
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等方面，进行报告和研讨。
联系人：程玛丽
电 话：010-58677700-853
11、第五届（2016）中国骆驼大会
时 间：2016 年下半年
地 点：内蒙古
内 容：邀请行业领导、国内外骆驼行业领域权威专家、
学者、企业家及产业相关人士，对国内外骆驼产业发展现
状和方向、行业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以及新技术的应用、
市场开发等进行报告和研讨。
联系人：付龙霞
电 话：010-58677700-161
12、第四届（2016）中国草业大会
时 间：2016 年上半年
地 点：北京
内 容：本届大会首先将完成草业分会换届工作；届
时会邀请国内外从事草业行业人士前来参与，共同探讨草
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交流最前沿和最有效的生产管理、科
研和技术经验，为目前行业内存在的难题寻找答案。大会
将继续以“会议 + 展览”的形式呈现。会议部分由大会开
幕式、特邀报告、主题报告、分论坛等组成，展览环节将

为企事业单位优秀成果及风采的展示提供平台。
联系人：张海南 艾琳
电 话：010-58677700-167、165
13、第二届（2016）中国畜牧工程行业交流会
时 间：待定
地 点：待定
主 题：发展现代畜牧业、营造畜禽生长新环境
联系人：刘丹丹
电 话：010-58677700-892，13436653060
14、第二届 (2016) 中国驴业发展大会
时 间：2016 年下半年
地 点：待定
内 容：邀请行业领导、驴业分会全体会员、全国驴业
及其相关行业 的企业家、专家、管理工作者等相关人士，
对国内养驴业发展现状和方向、政策、生产管理相关技术、
产业链延伸对接、标准化生产、屠宰加工、互联网与电商
平台应用、驴文化等焦点问题进行研讨。
联系人：王春洪
电 话：010-58677700-850
15、第六届（2016）中国兔业发展大会暨第四次会员
代表大会
时 间：2016 年下半年
地 点：待定
内 容：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完成兔业分会换届
工作，邀请行业领导、国内专注于兔业发展的权威专家、
学者、知名企业家及的相关人士，对国内兔业发展现状和
方向、政策、前沿的生产管理技术、资源整合、标准化生产、
屠宰加工、笼具开发、产品加工、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
报告和研讨。
联系人：颉国忠
电 话：010-58677700-873
16、第二届（2016）中美牛业合作研讨会
时 间：2016 年 7 月
地 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内 容：邀请来自中美双方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
专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和农场的专家以及产业代表等共
计 100 余人参与中美牛业合作研讨会，对中美牛业发展现
状和方向、牛业生产、牛场管理、屠宰加工等焦点问题进
行报告和研讨。
联系人：程玛丽
电话：010-586777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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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四届（2016）中国草业大会
暨草产业展销会的首轮通知
全国草业及相关行业从业者与管理者：
为了贯彻 2016 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推进草牧业发展，加快

3、专题论坛
1）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论坛

粮转饲，提高牧草专业化生产水平”和“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和修复”

2）2016 草人牛人论坛

的重要任务，落实“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积极引导调整农业种植结

3）2016 现代草种业论坛

构……统筹考虑种养规模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推广粮改饲和种养结合

4、展览展销

模式，发展农区畜牧业。分区域推进现代草业和草食畜牧业发展”的

1）企业形象展示

目标，进一步探讨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草产业的

2）企业产品展销

发展途径和模式，提高我国草产业的发展水平，展示发展成果，中国

3）科技成果展览

畜牧业协会定于 2016 年 8 月 19 ～ 23 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第

5、现场考察及观摩

四届（2016）中国草业大会暨草产业展销会”，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青藏高原农区草业考察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2）青藏高原牧区草业考察

2016 年 8 月 19 ～ 23 日，青海省西宁市

五、日程安排 ( 具体日程以正式通知为准）
8 月 18 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主题
生态文明 · 农业变革 · 草牧业

8 月 19 日：上午开幕式、表彰与特邀报告；下午主题报告
8 月 20 日：上午草业分会会员代表大会；下午专题论坛一

三、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

8 月 21 日：专题论坛二、三

承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

8 月 22-23 日：现场考察与观摩

青海大学

六、论文征集 ( 行业内交流 )

青海省草原总站

大会将编辑出版《第四届中国草业大会会刊》，面向社会进行征集。

指导单位：农业部畜牧业司

凡提交的文章须与大会主题相关，内容详实，数据可靠，文字精练，

全国畜牧总站

通俗易懂。论文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并附有 500 字左右的中文摘要。

青海省农牧厅

论文的格式请参考《草地学报》。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5

支持单位：中国草学会

日 ( 收到日期 )，要求用电子邮件 (E-mail) 发至 grass@caaa.cn，

中国奶业协会

邮件主题为“第四届中国草业大会征文”。来文经审核合格后刊登，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

免收版面费。凡入选论文作者，均获赠《第四届中国草业大会论文集》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 册。

四、会议内容

七、联系方式

1、大会报告

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

1）全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和草业形势政策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1 座 902 室

2）青海省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成就

邮编 :100028

3）全国草产业发展形势与任务

电话 :010-58677700-167 或 165 传真 :010-58677809

4）草业科技进步与创新

联系人 : 张海南 (17701320499)

2、大会表彰

网址：www.caaa.cn

艾琳 (15810288012)

E-mail: grass@caaa.cn

1）十强企业表彰
2）十佳优秀企业家表彰
3）十佳草业巾帼表彰

中国畜牧业协会
2016 年 4 月 2 日

《畜牧产业》征稿
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的《畜牧产业》是中国畜牧业协会倾力打造的行业交流平台，是承载
政策传播、企业优秀管理经验分享、国内外生产管理技术经验总结、媒体对行业舆情观点、协
会工作通报等的平台，以“汇聚思想、传递观点、分享经验和提升服务”为宗旨，聚拢畜牧领
域企业高管、专家学者、行业领袖、资深媒体人，创作和传播有深度的思想、有态度的观点、
有品质的原创文章。为畜牧行业的各类人士提供参考资讯。
为了更好的保证刊物的丰富性和质量性，《畜牧产业》编辑部现发布长期征稿信息，望广
大畜牧业从业人士踊跃投稿。
1、征稿范围：与畜牧行业相关的所有文章均可。接收行业分析、事件观点、科研论文、
研究或调查综述、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翻译等文章。
2、文章字数限定在 5000 字内，编辑部有权对来稿进行文字修改。
3、文中单位符号要采用国际规范标准符号，表格采用三线表。
4、请务必注明第一作者单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 等，以便给录用文章的第一
作者免费邮寄。
5、录用的文章作者必须保证是原创文章，且一稿一投。
6、录用的文章，编辑部有权用于网站、微信等协会主办的其他发布渠道。
7、稿酬：一经录用，对有较高质量的原创文章给予 100 元 / 千字，翻译文章 80 元 / 千字
稿酬，企业宣传推广类文章不予稿酬。
8、本刊可免费对会员企业进行宣传推广。现在开始征集《畜牧产业》封面、封底等宣传内容，
敬请关注。
9、投稿信箱：xumuchanye@caaa.cn
联系电话：010-58677700-831 或 870
联系人：仇宝琴

张丽

！
我们珍视您的每一个作品与建议！

发现思想力，汇集观点流，成就影响力

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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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Council Board

常务理事会

Executive Council Board

秘书处

Secretariat

Membership Department 会 员 部

猪业分会 Swine Association
禽业分会 Poultry Associ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综 合 部

牛业分会 Cattl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国 际 合 作 部

羊业分会 Sheep and Goa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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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epartment 信 息 部

办事机构
Secretariat

Public Relationship Department 宣 传 策 划 部

兔业分会 Rabbi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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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分会 Grass-land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Expo Department 会 展 部

骆驼分会 Camel Association

Finance Department 财 务 部

驴业分会 Donkey Association
毛皮动物分会 Fur-bearing Animal Association

Training Department 培 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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