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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袁冈面乡渡头村村民在搭建蔬菜大棚袁发展产业化经济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近日袁 湖北丹江口市大沟
林区 90 后教师杨耀翔用攒了
一年的一万多元工资为全校
62 名学生每人买了一双皮棉
鞋遥此前袁这些孩子因为家庭贫
困袁大冬天穿着破旧的单鞋袁脚
上长满冻疮遥

一位年轻教师袁 家境并不
富裕袁 却有如此爱心之举袁令
人感动遥 感动之余袁我们也在

沉思袁 如果没有这位爱心教
师袁那么孩子们野大冬天穿不
起棉鞋冶 的问题该如何解决钥
今年的问题解决了袁明年又该
怎么办钥 所以袁当我们宣传颂
扬这位教师的时候袁不要忘了
那些贫困儿童面临的问题袁更
需要关注遥

各地在推进脱贫攻坚中做
了大量的工作袁 但其焦点多集

中于产业扶贫尧 危房改造等常
规领域袁 对于贫困儿童有没有
过冬棉鞋之类的问题难以顾
及遥 这既是贫困儿童家庭的责
任袁 也是精准扶贫中不该忽视
的细节遥这提醒我们袁在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袁 尤其是
关系贫困儿童身心健康问题
上袁扶贫的视角可以更细微袁做
好了袁也是加分项遥

窑 窑

2018年袁对于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来说袁并不平静遥这一年袁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袁新旧动能持续转换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推进遥在
农业企业面前袁机遇与挑战并存遥 一方面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开局袁农业企业发展迎来了以居民消费升级为导向的产业升级机遇和支农惠农尧鼓励民营企业发
展的政策机遇叠加的黄金期遥 另一方面袁随着质量兴农尧绿色兴农尧品牌强农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基调袁农业企业面临着亟需节本增效尧转型升级尧内涵提升
的现实挑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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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如逆水行舟袁 不进则退遥 2018
年袁我们看到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不惧
压力袁扬起了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
风帆遥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蓬勃发展推
动了农村资源要素融通共享袁 新业态尧
新模式的不断创新拓展了农业产业链
的价值空间袁绿色逐渐成为农业企业谋
划事业版图的底色袁加强与小农户的利
益联结成为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共
识遥

2018年袁各地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袁践行新理念尧创领新业态尧集聚新动
能袁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袁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呈现新亮点遥

经营主体多元发展遥 实施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工程袁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袁以
农民联合与合作为依托袁以社会化服务
为支撑袁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袁
各类产业化组织不断涌现袁规模不断扩
大尧实力稳步增强尧质量明显提升袁成为
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尧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主体遥 目前袁经县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认定的龙头企业

达 8.7万家袁 产加销或产销一体化的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 11万多个袁交易额超过
2000万元的专业市场 4000多个袁 全国
10个省份认定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
合体近 1000个遥

业态模式不断丰富遥 各地以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核心袁应用新技术尧
发展新业态尧创造新模式袁延长产业链尧
完善供应链尧提升价值链袁农业产业化经
营掀起新篇章袁 以农产品电商尧 农资电
商尧 农村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 野互联
网+冶农业服务产业迅速兴起袁农业生产
租赁尧农商直供尧产地直销尧食物短链尧社
区支农尧 会员配送等新型经营模式不断
涌现袁野农业+冶文化尧旅游尧教育尧康养等
新兴业态风生水起遥 省级以上重点龙头
企业中袁 超过 40%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
农产品销售袁 超过 1/6涉足乡村旅游休
闲产业遥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遥 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产业链金融尧 引导龙头企业发行企
业债尧 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龙头企业
合理利益尧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龙头企业

发展袁引导龙头企业转型升级袁以品质
为基石袁以品牌为追求袁适应消费结构
升级新趋势袁 严格生产全过程管理袁建
立覆盖 野从田头到餐桌冶野从种子到筷
子冶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袁在唱响质量
兴农尧品牌强农主旋律的同时袁引领野吃
饭农业冶向野品牌农业冶转变尧低效农业
向高效农业转型遥 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
业中袁规模结构不断优化袁年销售收入
过 1亿元的突破 8000家袁过 100亿元的
达到 70家曰品牌培育成效明显袁超过一
半获得省以上名牌产品或著名 渊驰名冤
商标遥

竞争能力日益增强遥 引导龙头企业
完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袁健全全产业全
要素链条袁提升技术装备水平袁发挥资
源的集约优势尧产业的领军优势尧市场
的开拓优势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
创新能力尧竞争能力遥 省级以上重点龙
头企业中袁近三成科技研发投入占年销
售收入的比重超过 1%袁八分之一获得省
级以上科技奖励或荣誉遥 监测合格龙头
企业近两年固定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分

别比上年增长 8%和 7%遥 部分龙头企业
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袁 在全球进
行生产经营布局袁主动融入世界农业产
业链条袁话语权尧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增
强遥

联农带农成效明显遥 开展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支持政策创新试点袁 促进组织
模式创新袁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遥 研究制
定叶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
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曳袁引导龙头
企业与农民开展产权层面深度融合遥 安
排财政专项资金尧加强典型宣传尧开展产
销对接尧强化政策引导等多种方式袁鼓励
和支持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发展扶贫特
色产业袁带动贫困户多渠道就业增收袁有
效促进产业扶贫助力脱贫攻坚遥 目前袁
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农户
1.27 亿户袁 农户年户均增收超过 3000
元袁初步形成了订单带动尧利润返还尧股
份合作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方式袁832 个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已培育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 1.4万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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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雏期一定要按相应的饲养
手册控制温度和光照遥 一般来讲袁
育雏温度从 33益开始袁 每周减少
2益袁直至 21益曰光照从每日 24 小
时开始袁每周减少 2小时袁至 12小
时遥 按 常规免疫程序进行预防接
种袁8耀10日龄进行断喙袁 注意通风
换气袁以纵向通风尧湿帘通风为好遥
育成期的关键是抓体重控制袁提高
均匀度遥实践证明袁16耀18周龄体重
均匀度与产蛋的持久性及成活率
呈正相关遥

光照对提高蛋鸡成活率尧促进
产蛋有直接作用遥 雏鸡 1耀2日龄给
予 24小时光照袁以利于摄食袁以后
逐渐转为恒定光照或自然光照遥 育
成期以自然光照为主袁有条件可实
行密闭遮光的恒定光照 8耀12 小
时遥

降低饲料成本
蛋鸡场饲料费用占总成本的

60%耀75%袁 有的甚至高达 80%耀
90%遥如果饲料成本降低 0.1元/kg袁
1 只蛋鸡 500 日龄共消耗饲料按
50kg计算袁饲养 1 万只蛋鸡袁可节
约饲料费 5 万元遥 淤开辟饲料资
源遥 应用价廉尧营养丰富尧自产或进
货渠道方便的原料袁根据不同阶段鸡的生理特点袁做到
合理配制日粮遥于自配全价饲料遥从质量和信誉可靠的
厂家购买预混料袁自己按参考配方配制全价饲料袁这样
可以减少运输费用和中间环节袁而且质量可靠袁成本大
致能降低 10%耀20%遥盂合理加工遥粉碎粒度过粗袁鸡容
易挑食袁造成浪费曰粉碎过细袁适口性差袁而且加工费较
高袁每只鸡一年将增加加工费 0.6耀1.0元遥

加强蛋鸡场的疫病防治
蛋鸡场一般进行马立克尧新城疫尧传染性法氏囊尧

传染性支气管炎尧鸡痘和产蛋下降综合症的免疫遥执行
免疫程序时袁要注意疫苗的选择尧保存和接种方式遥 粪
便和病死鸡是传播疫病的不良因子袁 死鸡应做到深埋
或无害化处理袁靠近鸡舍的地方决不要堆放鸡粪遥做好
日常卫生和定期消毒工作袁 尤其是出鸡清粪后一定要
彻底清洗袁认真消毒遥 中科

农业产业化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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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视角可以更细微
阴孟德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