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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彤）近日，省农业农

村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南省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到“十四

五”末我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

80%以上，到2030年年底基本实现农

药包装废弃物全面回收、合理利用、规

范处理。

根据《意见》，我省将按照“政府主

导、财政支持、各方参与、市场运作”的

原则，逐步建立健全回收处理体系，统

筹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设

施建设，遏制增量、消化存量、有效回

收、集中处理。主要从建立回收处理体

系、安全无害贮运、推动无害化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加强源头治理等四个方面

采取措施。

《意见》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未按规定履行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的，要依

法依规处理；对于回收处理过程中造成

环境污染构成环境违法的，应依法依规

予以处罚。

2030年全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将实现全面回收

最近，我国畜牧业发展迎来行业规

划。日前印发的《“十四五”全国畜牧兽

医行业发展规划》提出，重点打造生猪、

家禽两个万亿元级产业，到2025年，奶

牛、生猪、家禽养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如何养殖”之于畜牧业恰如“谁来

种地”之于种植业，值得深入思考。

畜牧业产出肉蛋奶等动物蛋白，是

保障食物安全的战略产业。近年来，我

国肉类、禽蛋产量保持世界第一，奶类

产量居世界前列。养殖主体格局变化，

小养殖场户加速退出，规模养殖快速发

展。“一猪独大”局面在改变，禽肉、牛羊

肉产量增加，畜产品结构多样化。更可

喜的是，工商资本大量进入，畜牧业新

业态不断涌现。对我国来说，提升畜牧

业竞争力恰逢其时、意义特殊。我国人

均耕地面积小，种植业受规模限制突

出。相对而言，畜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

度更高，在经营规模上更容易突破，可

以在农业中率先实现现代化。

不过，还要看到，畜产品供应总体

还处于紧平衡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

形成较大的市场波动。牛羊方面，2010

年到2014年，不少地方对牛羊生产的积

极性不高，市场上的牛肉和羊肉供应持

续偏紧，价格分别上涨了3倍和4倍；猪

禽方面，阶段性过剩和阶段性紧缺交替

并存，而一旦遭遇动物疫情等导致供应

紧张，价格就会过快上涨，这在2019年

到 2020 年的猪肉价格上表现尤为明

显。虽然此后通过系列举措，价格都回

归合理区间，但这也说明，抓好畜产品

有效供给，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下一步，依靠国内资源增产扩能的

难度日益增加，依靠进口调节国内余缺

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畜产品稳产保供

任务会更艰巨。一方面，畜产品的生产

性能不够高，养殖机械化率较低，行业

竞争力较弱。畜产品进口连年增加，虽

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选择，但也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对国内生产的挤压。另一

方面，本世纪之初，我国畜牧业在成本

方面有一定优势，但目前传统优势正在

失去。今后，玉米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

出，大豆、苜蓿等严重依赖进口，生产成

本整体依然会偏高。

更重要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更突

出，这在深层次上制约行业发展。从政

策环境看，一些地方“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落实不到位，把养殖场视为“低端产

业”，缺乏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从配套

支撑来看，养殖设施建设及饲草料种植

用地难问题突出，一些地方审批时松时

紧，影响了一些主体投入畜牧业的稳定

性；从环境约束来看，部分牧区生态环

境容量饱和，部分农区粪污利用水平较

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凸显；从产业链

看，大量的中小场户既没有跟龙头企业

有效联结，也没有通过合作社组织起

来，在市场波动中很吃亏，盲目跟风还

加剧了市场波动。

按照《“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

发展规划》，到2025年，猪肉自给率要

保持在95%左右，牛羊肉自给率保持在

85%左右，奶源自给率达70%以上。只

有建立完善的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

才能全面提升畜产品保障能力。具体

而言，从政策来看，多部委针对养猪业

已出台财政、金融、土地、环评等支持政

策，有的突破了多年未解决的难题。有

必要将上述政策固定化并拓展适用范

围到整个畜牧业。从主体来看，规模

养殖已是畜牧业产出的中坚，但中小

场户依然占据主体数量的优势。要抓

大不放小，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订单、托

管、入股等多种形式，带动中小场户提

高效益。从方式来看，要瞄准发展动力

和生产效率，推动畜牧业新技术、新业

态加快成长，顺应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对畜牧业的再造，补齐畜禽种业、

饲草料、屠宰加工等短板，有效降低生

产成本。

（乔金亮）

从2017年到2020年，国内肉鸡养

殖企业新增注册量呈震荡增加趋势，

2021年止涨回落，同比跌幅超65%，新

注册量创近五年新低。有关机构认为，

利润压缩是导致肉鸡养殖企业新增注

册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企业新增注册量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行业的景气程度，肉鸡行业亦是如

此。从2017年到2021年，国内肉鸡养

殖企业新注册量变化呈倒“V”形走势。

2018年、2019年肉鸡市场利润丰厚，行

业景气度较高，市场进入者增加，导致

2019年、2020年肉鸡养殖企业新注册

量增加，2020年新注册数量5330家，达

到近七年最高，同比涨幅6.39%。2020

年、2021年肉鸡市场利润萎缩，2021年

肉鸡养殖企业新注册数量1762家，同比

跌幅66.94%。

肉鸡行业高光过后，鸡苗、毛鸡价

格迅速下滑，孵化、养殖环节利润被压

缩，投资者对肉鸡行业的关注度骤减。

从2017年到2021年，肉鸡养殖盈

利先增后减。2017年~2019年受毛鸡

价格走高影响，肉鸡养殖盈利增加，

2019年白羽肉鸡、817小白鸡、青脚麻

鸡养殖盈利分别高达3.30元/只、3.35

元/只、6.64元/只。虽然2021年肉鸡

价格较2020年有所上涨，但由于饲料

成本增幅较大，导致毛鸡养殖成本增

加，2021 年肉鸡养殖盈利明显低于

2019年。

综合来看，2020年、2021年肉鸡孵

化、养殖盈利均处较低水平，导致投资

者对肉鸡市场的投资力度下降，企业新

注册量减少。

2021年肉鸡孵化、养殖均有盈利，

但均低于从业者平均预期，整体来看盈

利不佳。预计2022年肉鸡养殖企业新

注册量或有增加，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频

发、生猪产能继续释放的大背景下，业

内外投资热情有所减退，肉鸡养殖企业

新注册量增幅有限。 （卓创资讯）

今年1月份，多家饲料企业的鱼饲

料、禽饲料产品相继上涨50~300元/吨。

近日，猪饲料产品也开始涨价了。

1月7日，云南大北农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宣布自1月10日8时起，教槽饲

料、母猪饲料、公猪饲料、保育饲料、浓

缩饲料、小中猪全价饲料等所有猪饲料

产品，均上涨75元/吨。

1月6日，云南安佑饲料科技有限

公司、云南滇大饲料有限公司宣布，自1

月10日8时起，教槽饲料、浓缩饲料上

涨75元/吨；乳猪全价饲料、种猪全价饲

料、小中大猪全价饲料上涨50元/吨。

2021年，玉米、豆粕、小麦等原料价

格持续高企。数据显示，2021年玉米主

产区均价在2809元/吨左右，较2020年

上涨约626元/吨，涨幅28.68%。2022

年元旦假期过后，在年前备货需求增加

的情况下，玉米价格持续坚挺。

从2021年43%蛋白豆粕现货成交

均价来看，最高价出现在1月中旬，为

4120元/吨，最低价出现在3月下旬，为

3270元/吨，价差850元/吨。2022年元

旦假期过后，豆粕价格普遍上涨，大豆

豆粕库存偏紧预期再度升温，现阶段豆

粕需求旺盛叠加进口大豆成本上涨从

而提升油厂挺价动力。

此外，小麦价格在2021年持续高

位，年度均价达2512.74元/吨，同比上

涨3.63%。 （新牧网）

三农杂谈 NEWS

去年肉鸡养殖企业
新增注册量创新低

生产原料价格坚挺
猪饲料迎来涨价潮

三农课堂

抓好蔬菜生产 保障供应充裕

信息速览 NEWS

蔬菜生产者要增强防护意识，

做好个人防护。在生产、销售蔬菜

过程中，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正确佩

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聚集，生

产工具专人使用并严格消毒。

疫情防控期间，提倡技术人员

就近开展技术指导，鼓励运用电

话、网络、微信等现代信息手段进

行技术指导。

同时，要注意农机操作安全、用

电用水安全、农药使用安全。冬季

风雪天气多，要及时加固棚室等设

施，在清理设施上积雪和清洗棚膜

上灰尘时，注意保障设施和人员安

全。要做好温室设施的防寒保暖工

作，注意加温设备的使用安全并派

专人值守，保障生产和出行安全。

今年 1月，我省部
分地区为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采取封控措施，人
们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受
到影响，也给蔬菜生产、
运输和供应造成了一定
困难。

为保障蔬菜生产和
供应，降低对人民生活
的影响，国家和省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
综合试验站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提出了
蔬菜生产保供对策。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田朝辉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郑军伟

对露地叶菜，要根据其生长时期和长

势，结合浇防冻水追施越冬肥。部分地区

早晚气温较低，应在中午温度高时进行浇

水，保证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水分供应。

生鲜电商除了能够减少人与人

之间接触外，还能突破时间、空间限

制，当日采摘当日到家，大大拓展服

务范围，有效提升服务质量。

应选择晴天下午集中采收，采收

时适当多留外叶，采收后及时分拣包

装。冷链设施较为完善的基地，可根

据贮藏能力及时收储。

▶近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提升农业数

字化水平，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创

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

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

▶日前，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中央财

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明确中央

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主要包括种

植业、养殖业、森林和涉藏特定品种四类。

▶1月11日，《农药行业智能工厂建设

指南》《农药行业智能工厂评价规范》等2项

团体标准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2项团

体标准的编制工作，是为了解决不同阶段智

能制造工厂怎么建设的问题和不同阶段智

能工厂的成长评价问题，帮助农药生产企业

实施智能制造。 （本报综合）

做好防护保障生产安全

保障农用生产物资供应

在满足防疫要求的基础上，引

导菜农尽快恢复蔬菜生产。

协调相关部门、企业，做好种子

种苗、肥料、农药、农膜等物资供应和

运输保障，确保蔬菜生产正常进行。

组织农机合作社、植保服务队

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大力开展集约

化育苗、病虫害统防统治、集中采后

处理等专业化服务，提高规模化经

营主体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做好露地蔬菜田间管理

要抢抓天气回暖的有利时机，引导

农民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做好露地蔬菜

的田间管理。

对尚未成熟的蔬菜，要注意肥水管

理及病虫害防治，及早清沟排渍，以防

极端天气影响。如结球甘蓝、白菜等蔬

菜，采取适当控水控肥、延期采收的措

施。

对成熟的小白菜、生菜、油麦菜、菠

菜、茼蒿、大白菜、芹菜、萝卜、胡萝卜、

甘蓝、花菜、蒜苗、莴苣等蔬菜，要及时

采收、上市，增加市场供应。

采收后的地块，要及时深翻冻垡、倒

茬换茬，落实春耕备播，不误农时生产。

调控设施蔬菜生长环境

要及时加固温室大棚，采用多层覆

盖、紧闭棚膜等措施提高棚室保温性能。

一旦发生低温雨雪天气，要及时排

涝降渍、清沟排水，在天气转好时视植

株长势追肥，适当增施磷钾肥、生物菌

肥和叶面肥，促进设施蔬菜健壮生长，

注意减少化肥特别是氮肥施用。

在雾霾天和连阴天，设施蔬菜要注

意除湿保温，在天气转好时及时通风降

湿，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临时加热（如

电加热、使用增温块等）、人工补光等措

施，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加强春茬蔬菜育苗管理

当前，正值春茬蔬菜育苗的关键

时期，防控疫情对育苗工作带来一定

影响。一是育苗时间推迟，二是育苗

量减少，最终会影响春季蔬菜生产和

市场供应。

建议各地采取灵活的措施，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兼顾

农业生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区域的

周边，要适当增加育苗量，以便解封后

及时支援该区域春茬蔬菜生产。

保证蔬菜肥料水分供应

及时防治多种病虫危害

重点抓好设施蔬菜的灰霉病、霜

霉病、软腐病、白粉病等病害的防治，重

点做好菜青虫、蚜虫、粉虱等虫害的防

治，及时清理老叶、病叶、病株和病果。

可采用土壤调理、免疫诱抗、灯

光诱控、性诱剂诱控等防治措施，必

要时选用高效低毒农药进行防治。

慎重使用烟雾剂，以免未及时通风造

成药害。

如软腐病选用噻霉酮、氯溴异氰

尿酸等，霜霉病选用银法利、普力克

等；病毒病选用香菇多糖、宁南霉素

等；菜青虫等鳞翅目害虫选用甘蓝夜

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短稳杆菌等。

喷施药剂应在晴天上午露水过

后进行，注意药物的安全间隔期，避

免农残超标。

发展蔬菜生鲜电商渠道

1月15日，柘城县陈青集镇腾发种植家庭农场，技术员在查看羊肚菌生长情况。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农民发展食用菌产业，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场）+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张书珲摄

“如何养殖”
考验畜牧业竞争力

近日，宝丰县前营乡袁庄村蔬菜种植基地，农民正抢抓农时采摘、装运蔬菜，及时供应市场。何五昌摄

金融许可证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卉市场支行

机构编码：B1036S24101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927724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10月10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

89号清华紫光园8号楼107号、108号

电话：0371- 63681325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2年0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