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滁州市南谯区大柳镇草原家庭农场，主要经营特色养殖和农家乐，目前养
殖有水牛 86 头、猪 67 头、山羊 158 头、山鸡 2300 多只，带动周边 26 户农户就
业，年综合收入超过 200 万元。 胡娅莉 本报通讯员 董超 摄

１２ 月 ８ 日， 在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军明白鹅养殖专业合作社拍摄的皖西白鹅
种鹅。 本报记者 袁野 摄

12 月 13 日，涡阳县石弓镇浩奇养殖场负责人耿乾坤在查看种羊生长情况。该
场养羊已有 16 年，年出栏 400 多只。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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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牛羊 、
定远黑猪、皖西
白鹅…… 一个
个养殖品牌，扬
名全省农产品

市场，并闪耀沪
苏浙 、 驰名全
国。 这些特色养
殖，有历史悠久
的老品牌，也有
精心培育的新

品牌，它们由小
即大 ， 由弱变
强，“趟”出了成
功路，“闯” 出了
一片天， 成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群众致
富的“摇钱树”。

乡村振兴 ，
产业为基。 产业
兴旺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点

和目标。 各地成
功经验告诉我

们，具有养殖业
资源禀赋和传统的地区， 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因地制宜，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
养殖品种；同时要精准发力，稳扎稳打，
走深走实， 逐步摸索一条具有当地特色
的畜牧养殖业发展路径。

特色畜牧养殖，关键在“特色”，实质
在“创新”。 在养殖品种的选择上，既讲究
因地制宜，也讲究创造条件、敢于突破；
在养殖方式上，既需要传统养殖经验，也
需要更加科学高效的养殖和管理方法；
在养殖主体上，既要充分发动当地农户，
也要培育和引进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发展模式上，既需要在单一养殖上
深耕细作，也需要拓展集养殖、观光、旅
游、产品深加工为一体化的发展链条；在
发展实效上，既需要远近闻名的好口碑，
也需要创立响当当的好品牌， 进一步提
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当前，我省特色畜牧养殖业，还存在
养殖体系不健全、 养殖场信息化水平不
高、 污染治理手段不完善等一些问题和
矛盾。对此，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建
立健全畜牧养殖业扶持政策， 提高科学
饲养和管理水平， 创新粪污资源化利用
模式，推进养殖标准化体系建设，并推进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从而让更多农户分
享产业发展红利，推动乡村振兴。

“定远黑猪”身价高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文 郑玉

年关临近，定远县蒋集镇的养殖户
们也纷纷忙碌起来。 然而，定远县绿色
亲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发清
家猪栏里 1000 多头黑毛猪， 养了大半
年，却一头也没有卖过。 “这黑毛猪是我
们本地品种定远猪，长得慢，足足要一
年呢！ 不过周期长，口感好，也很畅销，
价格比普通猪高出三成！ ”谢发清告诉
记者。

定远县是生猪生产、 调出大县，生
猪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 1/3 以上。 “定
远猪”也叫“定远黑猪”，是全国首批重
点保护的 31 个地方优良品种之一，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为推动生猪全产业链发展， 定远
县谋划实施生猪产业“132”工程，即一
个生猪产业发展研究平台，种猪繁育、
优质商品猪生产、 生猪屠宰与深加工
等三个基地，粪污资源化利用、饲料生
产加工等两个中心 ，深耕 “定远猪 ”产
业发展。

位于定远县范岗乡赵塘村的定远

县种畜场， 是原国家级定远猪保种场。
“现存栏 6 个家系种猪 500 多头， 到今
年底，种畜场存栏种猪将超过 600 头。 ”
定远县种畜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县
已完成规划的“定远猪”保种备份场正
在建设中，届时，县里将充分利用种质
资源普查成果，将“定远猪”8 个谱系全
部收齐。 定远县依托安徽农业大学科研
力量，围绕定远猪保种、保精等签订技
术服务协议，共同开展“定远猪”家系复
建、疫病防控、遗传检测等。 同时，将“定
远猪”保种场划归城发集团管理，成立
“定远县农创种质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利用定远猪地理标志产品 、“榭根香 ”
“皖里香”等品牌，采取市场定点销售、
电商销售、直播带货、企业自营等渠道，
把定远猪推向市场。

在温氏集团定远养殖基地，投资 6亿
元建设的年出栏 6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种
猪一场已建成运营， 现存栏能繁母猪
11000 头，二厂已开工建设，三厂正在规
划设计。该县还规划建设了生猪养殖和食
品加工产业园， 推动生猪全产业链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万头猪场 8家、千头猪场
近 200家、500头以上猪场 372家。

“皖西白鹅”向天歌
■ 本报记者 袁野

12 月 8 日，记者来到了六安市裕安
区固镇镇。 这个以皖西白鹅而闻名的镇
子，街头巷尾晾晒的一只只咸鹅，散发
出的香味令人食指大动。

在当地河沿村的军明白鹅养殖专
业合作社，鹅栏里一只只洁白雄壮的皖
西白鹅种鹅在仰头高歌。 在合作社的大
片空地上，也处处晾晒着咸鹅。“10 月份
到现在， 我们已经腌制了 10 万多只咸
鹅了。 ”合作社负责人江卫军说。

江卫军的合作社是周边地区最大
的皖西白鹅种苗供应基地，如今合作社
有种鹅 1.3 万余只， 今年孵化鹅苗 200
余万只，出栏皖西白鹅 20 余万只。 “合
作社现在最关心的是与多所大学合作
开展的皖西白鹅提纯复壮研究。 过去我
们过于重视经济价值，反复杂交白鹅品
种， 使得皖西白鹅血统不纯。 研究从
2019 年开始， 预计明年 6 月可以完成，
这将对白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巨
大推动作用。 ”江卫军说。

在该镇烟墩村， 另一种鹅产业也
在逐渐做大。 在该村铭合生态养殖基

地，记者看到鹅舍里，一只只灰褐色的
朗德鹅高昂着脖颈， 等待着养殖工人
喂食。 “目前我们基地有 1.5 万只朗德
鹅，平均每年可以生产 100 多吨鹅肝 。
今年鹅肝的行情不错 ， 每公斤约 350
元，我们年产值可达 3000 余万元。 ”基
地负责人李成告诉记者。 和皖西白鹅
不同 ， 朗德鹅的养殖时间只有短短 4
个月，由基地为农户免费提供鹅苗、饲
料 、防疫 ，农户只需饲养 70 天就可以
把鹅卖给基地，每只鹅可以净赚 20 元
左右。

固镇镇还有庞大的羽绒加工产业。
“我们企业一年需要 600 多吨鹅、 鸭绒
原料，基本全部来自六安本地。 ”该镇旺
达羽绒公司负责人沈廷奎说，“今年羽
绒市场还不错，最好的吊吊绒可以卖到
1200 元一公斤， 企业今年产值预计在
5000余万元。 ”沈廷奎说。

“皖西白鹅是固镇镇的支柱产业，
目前年饲养量 80 余万只， 全镇有大小
养殖户 600 余户，羽绒制品加工、种鹅
孵化、肉制品加工等相关企业 65 家，总
产值达 22 亿余元。 ”固镇镇党委委员贾
成兵说。

“虾兵蟹将”闯富路
■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本报记者 张敬波

12 月 8 日，郎溪县凌笪镇岗南村涧
下村民组螃蟹养殖户钱良海穿上雨裤，
提着一桶生物饲料到蟹塘喂螃蟹。“现在
气温较低，要适时投放饵料，让螃蟹保持
体能和活力。”钱良海一边向水面泼洒稀
释后的营养液，一边告诉记者。

2009 年，钱良海流转了 100 亩水面
养殖青虾。 2019 年，他腾出 20 亩水面养
殖螃蟹。“养了 10 来年的青虾，以为养螃
蟹不在话下，没想到第一年差点亏本。 ”
钱良海说。钱良海按照规范步骤晒塘、消
毒、种草、放苗、投喂，不久却发现塘里的
螃蟹越来越少。他立即到江苏溧阳、高淳
去取经，镇农技人员也赶来现场指导，很
快查明原因：种植水草不及时，水草长得
差，导致新蜕壳的幼蟹无处栖息，有的甚
至被别的螃蟹吃掉。 他立即采取补救措
施，用菌种和红糖发酵菜籽饼肥水，促进
水草生长，提高池水的 pH 值，给螃蟹投
喂氨基酸、螺蛳、小鱼、黄豆等饲料，促进

螃蟹健康生长。
“我坚持的是‘前期养草、后期养蟹’

的生态养殖模式。 这几年我的螃蟹一直
供不应求，就是生态养殖带来的好处。 ”
钱良海跟记者聊起了“养蟹经”，“水草虽
然重要，但是不能过多，否则蟹塘缺氧，
必须在每年 7 月份水草疯长后捞出一部
分打通风道。 ”

第二年，钱良海又尝试蟹虾混养，2月
份放蟹苗，到了 7 月份，等螃蟹蜕壳三次
后再放虾苗， 这样不仅可以改善水质，培
育栖息生物，还能合理利用水面，提高经
济效益。 “去年，我采用蟹虾混养，以螃蟹
为主，放适量青虾，这样青虾可以保成本，
螃蟹就是净赚的了。 ”钱良海告诉记者，他
现在还存有大约 3000斤螃蟹， 准备到元
旦再出手， 目前已经收到 300多盒订单，
价格比九十月份高出 30%左右。

“近年来，我们精心培育农业经营主
体，定期开展养殖技术培训，目前全镇蟹
虾混养已经发展到 600 多亩， 青虾养殖
达 5000 余亩，让群众走上致富快车道。”
该镇党委委员刘刚介绍。

■ 本报通讯员 赵怀勇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文/图

从传统分散养殖到现代规模化生产，从单
一自然状态下交易到形成影响华东数省的贸
易大市场，从单链、断链到锻造养殖、加工、贸
易三产融合产业链，临泉的牛羊肉产业正以迅
猛态势蓬勃发展。 2021 年，临泉县入选全国农
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建设名单。

秸秆转饲，开辟“第二草原”

虽是寒冬时节，但临泉县艾亭镇双龙养羊
场内的 1000 多只白山羊，却能吃到清新扑鼻、
鲜美可口的饲料。 马世红说：“这是秋收时节青
贮的鲜玉米饲料，经过包装发酵，口感更好、营
养更全，羊都爱吃。 养殖场能规模化发展，离不
开这个饲料包。 ”

马世红的玉米饲料包是临泉县多年来持
续推广的“秸秆转饲”工程成果。 2015 年，临泉
县结合本地肉羊肉牛养殖传统，依托位于全国
牛羊主产区、中原优质牛羊产业带的区位优势
和基础优势，提出打造“中原牧场”计划，大力
发展肉羊肉牛产业。

而打造“中原牧场”，牧草在哪里呢？临泉县
常年种植小麦 150 万亩，玉米 120 万亩，大豆、
花生、 红芋近 10 万亩， 农作物秸秆可收集量
150 万吨。 为开辟出“第二草原”，临泉县加快推
进玉米秸秆饲料化综合利用， 为牛羊提供美味
的食物， 经常性组织畜牧技术人员深入到各乡

镇、 村举办玉米秸秆青贮现场培训
会，指导养殖户采

用青贮池、地面堆放、打捆、地窖、地面穴贮等多
种方式进行青贮， 确保玉米秸秆粉碎或揉丝青
贮技术能够得到迅速推广应用。 为鼓励养殖企
业发展秸秆转饲工作， 临泉县投入 700 多万元
采购玉米秸秆揉丝机 2060 台，免费发放给企业
和养殖户使用。同时，对肉牛肉羊养殖场当年新
购进的秸秆揉丝机、包膜机、粉碎机等饲料化加
工机械按购机总额的 30%补贴， 对当年收储全
株玉米（牧草）、新建青贮池等，按当年粮改饲、
秸秆综合利用等项目规定进行补贴。

玉米秸秆加工机械的快速普及，有效保障
了全县牛羊养殖大户及群众青贮饲料的有效
供给，充足的食料又给临泉县牛羊肉规模化养
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同时，临泉县对肉牛
肉羊养殖进行奖补，对存栏能繁母羊 200 只以
上、流转土地 50 亩以上的，按实际流转费用的
40%补贴，每亩每年最高 400 元，每场每年最高
补贴 4 万元。 对新建（扩建）牛舍面积 800 平方
米以上、存栏肉牛 100 头以上的一次性奖补 15
万元，每场每年此项最高奖补 100 万元。

2021 年 ， 临泉县规模养殖场发展到 781
个，牛饲养量 12.5 万头，羊饲养量 105.21 万只。

引企入驻，延链“精深加工”

长官镇是临泉县肉牛养殖大镇，这里所产
的优质牛肉曾因专门供应香港而闻名省内外。
张爱华就是众多规模化肉牛养殖户之一，她存
栏的近千头肉牛成为市场的抢手货。

张爱华说：“原来光靠养卖活牛虽然能赚
钱，现在通过宰杀、做成各类牛肉制品，提高附
加值，才能挣大钱。 ”

为改变养殖业单一发展局面，临泉县编制

实施了中原牧场战略提升规划———《临泉县肉
羊产业发展三年规划》， 全力推进肉牛肉羊产
业全产业链示范创建和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示范创建。 大力发展牛羊猪肉加工
项目，不断拉长养殖业产业链条，着力在增加
效益上做文章。 加大对加工项目的扶持力度，
对新建畜禽屠宰加工项目，达到亩均投资强度
并正常投入生产的，按相关文件规定给予企业
自身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奖补。

依靠政策优势、消费市场和中原牧场的响
亮品牌，除了本土企业，临泉县通过招商引资
还引进一批在全国影响力较多的养殖加工企
业入驻。 2018 年以来，临泉先后引进安徽绿帝
食品、安徽毅达食品、安徽宝临食品等牛羊肉
加工企业 ， 年可屠宰加工肉牛肉羊 80 万头
（只），年产值可达数亿元。

近日，在临泉县绿帝食品公司，工人们正
在生产线上忙碌。 元旦和春节“双节”临近，公
司熟牛肉订单持续增加，入冬以来，工人不得
不加班才能完成任务。 据公司负责人蒋伟介
绍，绿帝食品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的熟牛肉加工
企业， 每年供应上海市场优质熟牛肉 3000 多
吨， 产值 1 亿多元。 而临泉的生鲜羊肉则主要
供应杭州、温州、合肥、黄山等地。 临泉白山羊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深受江浙一带市场欢迎。
河南烩面江浙地区协会专门订购临泉白山羊
肉，年需求量达 1800 多吨。

目前，临泉县牛羊肉总产量 10.32 万吨，成
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肉类加工基地。

做强物流，扩大“辐射效应”

近日，一批来自内蒙古通辽的优质肉牛进

了中原牧场牛羊交易大市场，成为客户的抢手
货。 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活体牛羊交易大
戏，成为激活全县肉类市场的动力源之一。

中原牧场交易市场位于长官镇，是临泉县
规模最大的活畜综合交易市场。 由于临泉牛羊
肉质好，深受客户信任，大市场吸引了全国活
畜客户的目光。 目前，交易市场集散地的“洼
地”效应已经形成，有效带动了全县畜牧养殖
业的发展。

大市场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通
过牛羊交易市场的建立，临泉县引进了一批畜
牧养殖龙头企业，进一步带动养殖协会、中介
组织、营销队伍、加工企业的发展，促使全县畜
牧养殖品种优良化、结构合理化、效益高效化，
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发展格局。自 2020 年开市
以来， 市场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累计交易牛
31793 头，交易额 3.978 亿元。

临泉县并没有止步，还引进中原牧场冷鲜
城项目，加快冷链物流中心建设步伐。 中原牧
场冷鲜城项目计划投资 6 亿元 ， 建设冷库
45300㎡、屠宰车间 4992㎡、商业 100103.15㎡，
是皖西北地区唯一的具有 5 万吨级的国家一
级冷链仓储物流中心。 该项目定位为“买世界、
卖全国”，以冷链产业为主题，是集冷链物流、
冷冻储存、冷鲜交易市场、电子商务信息平台、
商贸等为一体的冷链产业综合体。

据中原牧场冷鲜城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
建成投产后，可容纳经营户 500 户，提供就业岗
位 4000 余个，预计年产值达 60 亿元。这对进一
步丰富群众“菜篮子”、满足市场对冷鲜品的需
求，带动加工、包装、物流行业的发展，打响“中
原牧场”产业名片、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
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阜阳市临泉县结合本地养殖传统、 秸秆资源
丰富等县情，依托位于全国牛羊主产区、中原优质
牛羊产业带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肉羊肉牛产业，
着力建设全国重要的养殖、加工基地———

全产业链

打造““中原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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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县绿帝公司在展销优质牛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