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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新风采新农人

“三有”动物名录拟删除野猪
专家：不等于可以随意猎捕和食用

养兔踏上小康路

贺东辉

12月1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

布关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2000年被列

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里的“偶蹄目猪科中的野猪”，则不

复存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说明显

示，“征求意见稿”共包括陆生野生动物

39目177科1789种，具体调整内容为：

一是将原名录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范

围的187种（兽类12种、鸟类129种、爬

行28种、两栖10种、昆虫8种）和昆虫

的8属野生动物予以删除；二是将原名

录中转按水生野生动物管理的191种

（爬行43种、两栖148种）野生动物予以

删除；三是新增680种（兽类30种、鸟类

445种、爬行49种、两栖132种、昆虫24

种）陆生野生动物，扩大了保护范围。

近年来，我国境内野猪种群数量增

加，各类致害情况频繁发生，引发广泛

关注。2021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

作的通知》，陆续在四川等14个省份开

展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通过一系列措施，目前野猪致害

防控已初见成效。

在“征求意见稿”中，豪猪科只有帚

尾豪猪、马来豪猪和中国豪猪三种，“偶

蹄目猪科中的野猪”不复存在。这是否

意味着，愈演愈烈的“人猪矛盾”或将迎

来新的制度管辖，“哪怕野猪破坏庄稼，

甚至伤人，也只能驱赶，不能捕杀”的尴

尬将不复存在？

对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

全辉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野猪拟

从“三有”动物名录删除主要是为了配

合当前野外种群管理的需要。现行法

律法规对国家重点野生动物和“三有”

动物的保护力度更大，对相关违法行为

的处罚也更严厉。但是，不列入“三有”

动物名录，并不等于以后野猪就可以随

意猎捕和食用，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禁

止随意猎杀野生动物，国家也出台了全

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

孙全辉称，野猪拟从“三有”动物名

录删除，对它们的保护却不能放松，甚

至还要加大肇事补偿和普法宣传力度，

以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对于野猪

的捕杀仍要建立在科学研究和常规监

测的基础之上，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防

止因滥杀和过度捕猎引发的其他生态

保护问题。

（蒋麟）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2月6日，在鲁山县让河乡让西村

一户农家院里，62岁的高海琴正在给

自家养殖的黄粉虫喂食。“俺养这虫子，

都卖给养蝎大户和鸟食批发商了。”高

海琴自豪地说，“别看虫子不起眼，个头

比火柴棍还小，但是一年挣个20多万

元不成问题。”

“黄粉虫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是蝎子、龟、蛙、鱼、鸟的首选饲料。”

高海琴介绍，“邻近的马楼乡，有个叫陈

聚京的创办了一个养蝎场，2009年我到

他那里参观学习，看到蝎子吃的就是黄

粉虫，当时就有了养殖黄粉虫的想法。”

说干就干，高海琴买回20斤黄粉

虫苗，按照养殖书籍上的介绍摸索着养

殖。“黄粉虫对养殖环境有要求，温度过

高过低都不行，头两年没经验养死不

少。后来，我有了经验，打眼一看就知

道该不该喂食，用手一摸就知道该不该

调温度。”高海琴说。

“黄粉虫吃的是麦麸，但是千万不

能喂水，把南瓜、萝卜、白菜打碎喂它们

就行。”高海琴说，“想让黄粉虫一年四

季生长，夏天要用空调给它降温，冬天

要用‘小太阳’给它加温。”

高海琴介绍，目前蝎子都冬眠了，

是黄粉虫需求的淡季，一周只卖出去

300多斤，大部分卖给了郑州、许昌、南

阳等地的鸟食批发商，春节过后才开始

大量制种繁殖黄粉虫。

近年来，高海琴还养殖了不少大麦

虫。大麦虫因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成为不少酒店的高端菜肴。这

些年，高海琴年均出售黄粉虫和大麦虫

30多吨。靠着这些小虫子，高海琴在

让河街上买了2套商品房，一家人过上

了幸福生活。

养殖繁忙的时候，除儿子和儿媳在

家帮忙外，高海琴还会雇两名村民帮

忙，每人一个月2000元工钱。“如果有

人想养黄粉虫或大麦虫，我会无偿传授

技术、帮找销路。”高海琴朴实地说道。

高海琴 养小虫儿挣大钱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右脚踩“锅”，双手用力一扳，“嘭”

的一声，蒸汽腾空而起，饱满的爆米花

顺势进入口袋。12月7日，在汝南县常

兴镇街道十字路口，记者目睹了柏丈屯

村67岁老人施运启加工爆米花。

施运启从25岁起开始做爆米花生

意。“当时看到有人在县城路边加工爆

米花，我就边看边学，后来自己也买了

一台机器，做起了爆米花生意。”施运启

介绍，“刚开始没经验，加工出来的爆米

花，不是煳了就是生了。”经过多次练

习，施运启慢慢掌握了爆米花加工技

术，他加工出的爆米花色泽金黄、蓬松

酥脆，大人小孩儿都爱吃。

“关键要把握好两点：一是要选好

原材料，不能用霉烂变质的玉米，这样

才能保证爆米花的口感；二要掌握好火

候，火大了容易煳，火小了容易生，只有

把火候掌握好，加工出的爆米花才会蓬

松。”说起加工爆米花的技巧，施运启侃

侃而谈。

施运启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他

用架子车带着机器走街串巷加工爆米

花。每到一个村子，他首先会寻找合适

的位置，一边扎摊儿一边吆喝“爆米

花”。“从第一声‘嘭’响起，生意才算是

正式开张了，紧接着就不断有人闻声赶

来。”施运启说，“当时，一‘锅’爆米花加

工费才3毛钱，辛苦一天只能赚十来块

钱。”

爆米花这门生意，施运启一干就

是四十多年。如今，他有了固定摊位

不再走街串巷，爆米花的机器从手动

变为电动，加工品种也增加了大豆、

小麦等，加工费从3毛钱涨到了5块

钱。娴熟的技艺加上与时俱进的改

良，施运启加工的爆米花等产品凭借

良好的口感和卖相，口碑传遍了十里

八乡，他的收入也打着滚地往上翻。

施运启介绍，靠着加工爆米花，他在

八十年代末就盖起了新房、购买了各

种家用电器。

施运启在外加工爆米花，一年能

赚2万多元。老伴儿在家管理5亩耕

地，夏季种夏枯草，秋季种玉米，一年

有1.6万元的纯收入。一年4万多元的

纯收入，让施运启和老伴吃喝不愁。

他们的三个孩子，经常劝父母“不要干

了，在家享享清福多好”，施运启说啥

也不同意，“俺身子骨还硬朗，自己能

赚钱。”

施运启用一技之长和辛勤劳动，充

实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满足了人们对美

食的需求。

12月19日，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小镇，升辉农业农林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收获水果萝卜。据了解，该合作社不仅吸纳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还传授给他们水果萝卜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谢万柏摄

施运启 玉米爆出致富花

信息速览 NEWS

近日，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主持制

定的国际标准《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ISO23781：2021）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官网上发布。这是我国主导的首项畜

禽屠宰领域国际标准。该标准是在我

国国家标准《畜禽屠宰操作规程生猪》

（GB/T17236-2019）的基础之上研制

完成的，规定了生猪屠宰的屠宰操作程

序、肉品贮存等要求。

我国畜禽屠宰国际标准制定取得新突破

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白皮书出版发行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全国畜牧总站编制的《全国畜禽遗传改

良计划（2021-2035年）》白皮书由中国

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畜禽遗传

改良计划（2021-2035年）》于4月28日

发布实施，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国生

猪、奶牛、肉牛、羊、蛋鸡、肉鸡和水禽等

主要畜禽遗传改良的目标任务和技术

路线，标志着我国第二轮畜禽遗传改良

计划启动。

前十个月乳制品进口同比量增超过20%

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

济研究室统计：今年前十个月，我国进

口各类乳制品337.27万吨，同比增加

24.1%，进口额115.27亿美元；出口各

类乳品3.6万吨，同比增加1.3%，出口

额25970.89万美元。我国进口干草累

计156.83万吨，同比增长13.1%，进口

金额57917.82万美元。

（本报综合）

□袁国豪刘广

近日，在永城市苗桥镇韩阁村蔬

菜种植基地，几十名村民正在采收鲜

嫩的儿菜，砍菜、堆菜、抬筐、装车，现

场忙碌有序。

“眼下，正是儿菜采收的季节。我

们专门请了几十名附近村民前来务工，

计划今天采收1万斤。”种植大户赵鹏

介绍，他在该村共承包了600余亩土

地，全部用来种植儿菜、蜜薯和青贮玉

米。

赵鹏今年33岁，常年在外经商。

2019年，他决定回乡创业发展生态农

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近年来，他先

后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2000余亩土

地种植高端蔬菜。其中，在刘河镇尹

楼村投资100多万元，建设了30亩温

室大棚培育蔬菜种苗，在周庄村承包

300亩土地、孟老家村承包400亩土

地，在柘城县承包670亩土地、夏邑县

承包280亩土地。此外，他还在上海

市承包了320亩大棚园区。

“政府帮我们把土地流转出去，我

们既能收租金，又能来这里打工挣钱，

真好！”说着话，韩阁村村民王安文、王

继才利落地把一箱儿菜抬上车。

儿菜是南方蔬菜，又叫娃娃菜、崽

崽菜等，学名抱子芥，是芥菜的一种。

赵鹏介绍，儿菜亩产5000余斤，按当

前批发价每斤3.3元算，亩收入1.65万

元。儿菜收获期可持续一个月，每天

可吸纳当地几十名村民前来务工，每

人每天至少能挣70元，增加了当地村

民收入。

看到赵鹏流转土地种植蔬菜等作

物，一年可以有三次收益，村民们纷纷

效仿，跟着他学习“南菜北种”新模

式。目前，赵鹏已带动条河镇、酂阳

镇、王集镇和夏邑县农民种植蔬菜

1000余亩。

“种植大户赵鹏只是苗桥镇农民

返乡创业的一个缩影。为推动在外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苗桥镇先后从土地

审批、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制定实

施了‘凤还巢’创业计划。”该镇党委书

记蒋建说。

良好的创业环境，激发了各类人

才干事创业的激情，一大批外出务工

人员纷纷返回家乡创业。截至目前，

苗桥镇已有120余名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人才

“活水”。

赵鹏 南菜北种效益高

经过全行业努力，今年二季度生猪

生产已完全恢复。6月到9月出栏生猪

均价一度跌到成本以下，养猪行业陷入

亏损。四季度市场价格回升，养殖亏损

情况缓解。从价格的绝对水平看，猪价

目前处于较合理区间。

当前，生猪和猪肉生产供应相对宽

松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接下

来一段时间猪肉供给有充分保障，同时

本轮猪周期的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

10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比正常保

有量多6%，预示着生猪供应相对过剩的

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小养殖场（户）数量占全国养猪

场（户）的99%，其生猪养殖量接近全国

的一半。分散的养殖户群体庞大，从主

观意愿出发，各方都希望避免猪价波动

给自身造成影响，但是最终却容易变成

“追涨杀跌”的顺周期行为。

很多主体抱有侥幸心理，在价格好

的时候，都希望别人去产能，自己尽量

多生产、多出栏。由于规模养殖场有资

金优势不愿轻易减产，散养户有成本优

势能承受低价，导致本轮去产能速度变

慢，底部时间可能拉长。猪周期是生猪

价格波动的市场表现，养猪场（户）应多

一些逆周期思维，在波峰或波谷到来前

提前应对、未雨绸缪。当前，不要因为猪

价有所回升而盲目压栏赌后市，也不要

急于扩充产能，避免后期造成较大损失。

对养猪业来说，控制不了猪价，但

可以控制养猪成本。无论何时，低成本

的养猪能力都是养猪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轮超级猪周期之下，规模养殖比

重从2017年的46.9%提高到2020年的

57.1%，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产业链一

体化加快发展。但是，成本分布不规则

问题也日益凸显。这是此前高利润带

来的行业快速扩张引发的阶段性现

象。细说起来，不同模式的生产成本差

异巨大，规模养殖场不同于散户，自繁

自养不同于外购仔猪，“企业+农户”不

同于全面投资模式。因此，养猪业在降

本增效的过程中，应审时度势，平衡短

期投入与长期投资，加强与产业互联网

的合作，提升智慧养猪水平和总体生产

效率。

对管理部门来说，肉价可以波动，

但要避免短期内大起大落。要调整完

善过去侧重稳存栏量的稳产方式，在前

端调控能繁母猪保有量，在中端稳定规

模养殖场（户），在后端推动猪肉加工。

能繁母猪是“总开关”，只要能繁母猪的

存栏量变动不大，仔猪生产就有保障，

生猪供应和猪肉价格就能相对稳定。

定期释放能繁母猪信号，可以从源头上

提前引导合理的产能布局。规模养殖

场（户）是“主力军”。要通过“公司+农

户”、托管租赁、技术共享、品牌共创等

方式，支持龙头企业与中小养殖场（户）

形成利益共同体。肉类加工企业是“蓄

水池”。做到这些，不仅可以调节猪肉

上市节奏，还可以优化行业利润分布。

（乔金亮）

养猪户需要逆周期思维
三农观点 NEWS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12月15日，走进信阳市平桥区王岗

乡山头村中原丘陵肉兔生态养殖场，只

见兔笼摆放整齐、兔子活蹦乱跳。

养殖场负责人叫贺东辉，1985年出

生。一直在南方经商的他，偶然了解到

比利时肉兔市场前景广阔，便萌生了回

乡养兔的念头。2012年，他和妻子带着

多年积蓄，回到家乡承包荒山、养殖兔子。

“头三年，兔子都是散养的，为了方

便管理，我俩在场地边上搭了个窝棚。”

回想创业初期，贺东辉很是感慨。那时，

他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床，从组装围栏

到喂食换水，都是亲力亲为。为了研究

兔子的生活习性，他不断查阅相关资料、

外出取经学习，培育出适宜当地养殖的

杂交肉兔品种，钻研出一套适宜当地环

境的养殖模式。

贺东辉的兔子越养越肥、越养越多，

他也从年出栏几百只兔子的小养殖户，变

成了年出栏5万余只的“养兔达人”。2015

年，他建起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

养殖基地，配套建设了兔肉加工车间，开

发出真空卤兔肉、麻辣兔头等产品。

如今，贺东辉养殖的比利时肉兔成

了抢手货，浙江、福建、四川、重庆等地客

商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第二季度。他

用勤劳的双手，打造出了一条年产值300

余万元的肉兔饲养、加工、销售链条。

“东辉，俺来给你送兔子了！”一辆满

载兔笼的农用三轮车，驶进养殖场院

子。贺东辉忙着招呼工人卸货、称重。

“要不是东辉教我养兔子，只怕我现

在还在家里等帮扶呢！”送兔子的大哥叫

高立明，因身体残疾无法劳作，一家人生

活困难。在贺东辉的鼓励和帮助下，高

立明从免费领到的三只兔子养起，一年

时间就繁殖发展到一百多只兔子，赚了

3000多元。

原来，为响应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

号召，从2016年起，贺东辉对周边乡镇

有意愿从事兔子养殖的贫困户，免费提

供种兔、笼具和技术，同时与他们签订出

栏兔子回收协议，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

格回收。据了解，全乡有123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他的带领下脱贫致富，过上

了小康生活。

永城市

汝南县

信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