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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畜禽养殖业既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也是农村、农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它

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起着关键作用，是破解“三农”困局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

口，也是如期、保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因地制宜，依靠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来助推精准扶贫，发展贫

困地区畜禽特色养殖产业，使产业走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道路，既可带动当地饲料、养殖、加

工等产业的发展，又能带动当地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已成为当今扶贫产业中新的闪光点。文章阐述了畜禽特

色养殖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分析了科技创新在畜禽特色养殖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并结合实践提出了畜禽特色

养殖助推科技扶贫的相关政策建议，力求为我国科技兴农与精准扶贫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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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取得长足

进步，集约化、规模化养殖程度越来越高，是农业和

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集约化畜禽养殖在带来

规模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动物健康、品

种退化、产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当前我

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阶段。积极推

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党中央、国

务院在农业农村工作方面的首要任务，也是破解“三

农”困局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发展畜

牧业实施精准扶贫，是产业扶贫中较为常见和较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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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解决

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主导方向之一。因此，在脱

贫攻坚的决战时刻，针对贫困地区自身条件限制、畜

禽养殖水平落后和科技基础薄弱等问题，通过科技创

新发展畜禽特色养殖，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对推动贫

困地区畜禽产业发展、繁荣产区经济、带动产区农民

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畜禽特色养殖与科技精准扶贫的关系

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程中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 [1,2]。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

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和实施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工

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和农村事业

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

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农民增收仍然相对困难。

畜牧业是农村、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导产业，

也是贫困地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

的重要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养殖

产业，依靠科技创新走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道

路，既可带动当地饲料、养殖、加工等产业的良性发

展，又可带动当地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已成为当今扶贫

开发事业中的闪光点和重要方法。同时，加速贫困地

区畜禽品牌特色产业发展，也是提高我国畜禽产品质

量，增强畜禽产品市场竞争力，带动更多群众步入小康

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地方特色畜禽具有繁殖率

高、耐粗饲、肉质好、适应性强、种质资源丰富等特

性，并大多分布于国内比较贫困的地区。例如，湖南省

常德市石门县土鸡在自然的选择和人工长期培育下，形

成了具有适应性广、耐粗饲、抗病力强、肉质鲜美等优

良特性的地方土鸡品种。但因很多养殖户的饲养管理水

平落后，缺乏科学养殖技术，导致出现石门鸡成活率

低、生长发育缓慢、产蛋率下降、品种退化等现象[3]。

又如，湖南省湘西黑猪具有肉质香嫩、肉鲜味美、香味

浓郁、油而不腻等特点，但因耕作粗放、养殖周期较

长、良种基因流失严重、饲养管理水平低下、产业链未

能建立，造成湘西黑猪产业不能带动湘西贫困山区人民

脱贫致富。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畜禽地方特色养殖存在

的问题，需要强化科技支撑作用。此外，在我国畜禽养

殖产业中，生产、加工、储运和营销等，都迫切需要提

高科技含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强有力的技术体

系，以促进特色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破除脱贫攻坚面临

的困境。

为推进科技兴农和精准扶贫的联动发展，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亚热带生态

所”）印遇龙院士团队，积极贯彻落实精准扶贫要

求，以科技扶贫为手段，在广西环江、湖南邵阳等贫

困县开展了一系列科技产业扶贫的措施，为我国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和脱贫攻坚提拱了重要的解决方案；主

要围绕功能性氨基酸、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和中草

药组分协同提升畜禽地方特色养殖提出了实践经验。

特别是系列新型低蛋白、无抗、低矿物元素排放的饲

料新产品开发应用和生猪低氮磷日粮源头减控技术体

系，以及基于食药同源的“种养结合”养殖技术在猪

肉品质改善和粪污处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 科技创新在畜禽特色养殖精准扶贫中的
成效

2.1 广西环江香猪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环江县是我国唯一

的毛南族自治县，地属喀斯特地貌；数百年来，闭

塞、贫穷、落后是这片土地难以挣脱的枷锁，被列

为国家级贫困县。一直以来，环江也是广西重点畜牧

业县之一，当地的香牛、香猪、香鸭、香米、香菇等

“五香”名扬四海。具有千年养殖历史的环江香猪是

广西优良的地方畜品种之一，也是我国重点保护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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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小型猪品种之一，有“不吃环江香猪肉，不识天下

美食”的美誉。但是，因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

后、科技力量薄弱所造成的运输难、保鲜难、养殖条

件差、饲料资源紧缺和市场需求量少等问题，一直是

环江香猪走出深山的障碍。

为了加快环江县的脱贫速度，破解环江香猪产业

发展缓慢这一难题，亚热带生态所畜禽健康养殖研究

中心先后在环江县主持实施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

络计划区域重点项目“广西香猪地方饲料资源开发与

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中国科学院王宽诚率先人

才计划“产研人才扶持项目”、广西科技基地和人才

专项“广西环江香猪产业促进与升级院士工作站能力

建设”等科研扶贫项目，并建立了环江香猪健康养殖

院士工作站，为环江县脱贫攻坚出谋划策，针对环江

香猪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在项目实施期间，孔祥峰等通过引入现代分子生

物学技术，研究了不同阶段环江香猪的生长发育特

点，完善了相关基础数据，揭示了其繁殖力高、耐粗

饲、肉质好、适应性强等特性的分子机制；建立了环

江香猪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发酵饲料开发与应用示范

基地、生态种养结合示范基地、环江香猪高床养殖示

范基地和牧草种植-香猪养殖示范基地等 5 个试验基

地，并在环江香猪健康养殖示范基地验证了精氨酸家

族氨基酸、合生元、益生菌和甜菜碱对香猪的饲喂效

果 [4-8]。在此基础上，项目组也开展了环江香猪的系

列标准制定、专用饲料配制技术产品研发与推广、健

康养殖模式集成与推广、健康养殖与养殖环境污染控

制、研发成果与产业品牌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印遇龙团队组织举办了 2019 年国畜

禽养殖污染源头减控与种养结合技术培训班、香猪养

殖技术推广应用专题培训会、畜禽生态健康养殖与扶

贫脱贫技术专题培训会等，培训技术人员达 400 多人

次，并向养殖场户赠送了《小型猪健康养殖技术》一

书。此外，为了加快环江香猪健康养殖技术成果的落

地与转化，团队还引进了饲料加工企业参与环江香猪

专用饲料的研发、生产与推广。为了做好非洲猪瘟疫

情的防控，团队为香猪健康养殖基地购买了相关的设

备和药品，并对示范区和养殖场在建猪舍的规划、营

养配方的优化、非粮饲料原料的利用、猪舍环境温度

的控制、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进行现场技术

指导。由此，助力环江香猪产业从“世遗时代”步入

“高铁时代”。环江香猪产业依托国内优势科技支撑

力量和品牌优势，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推动了传统畜禽养殖业的转型升级，给环江县的贫困

养殖户带去了幸福生活。

2.2 湖南邵阳保和鸡
湖南省邵阳市保和村属于深度贫困村，村里多丘

陵、山地，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适合发展

林下养殖产业。但近几年，林下生态养殖产业遍地开

花，农产品同质化突出，产品滞销时常发生。怎样才

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避免丰

产却不增收的情况出现？2019 年初，印遇龙到当地实

地考察发现，保和村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合丘陵林下喂

养走地生态鸡，并可借鉴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雪峰乌

骨鸡的生产模式养殖，通过团队引进科学技术进行精

准指导，有望将保和鸡发展为品牌产业。

在印遇龙带领的科技服务团队的帮助下，保和村

村民杨永生带头成立了合作社，建起了第一个保和鸡

养殖基地。根据团队的建议，将鸡棚建在山上，将保

和鸡散养在大山里。这样鸡吃的是虫子、草、稻谷和

玉米等，饮的是山泉水，不食用药物和抗生素。同

时，团队给养殖户开展了养殖培训课，为当地农民排

忧解难，并现场指导定制饲料和防疫方法。根据保和

鸡不同阶段的生长发育状况制定了相应的饲料配方和

添加益生菌，保证饲料配方中不添加任何抗生素的同

时，又能让保和鸡林下生态放养 180 天以上。此外，

团队为了保证鸡棚的通风效果和鸡的营养平衡，围绕

保和鸡的饲养阶段性和环境要求，在鸡舍选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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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及用材等方面给出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和科学建

议。针对困扰养殖户遇到的难点问题，团队派驻成员

都进行一一解答，并帮助养殖户制定统一的供种、饲

养、管理、销售和质量标准。养殖户遵循了团队规划

和建议后，总结经验教训，不仅养鸡赚了钱，对科学

养鸡方法也如数家珍。

如今，保和鸡养殖产业正逐渐进入标准化、规模

化的发展轨道，也使扶贫工作队开展的“企业 + 基地

（合作社）+ 能人 + 贫困户”扶贫模式发挥出更大的

成效。这不仅给养殖户创收、贫困户脱贫装上了加速

器，还培养了一批养鸡能手。为进一步助力全村发

展，团队依靠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项目，为保和鸡注册

“保和鸡”产品商标，推动“保和鸡”公共农业品牌

建设和帮扶成立企业，把保和鸡打造成一个具有商标

保护和明显地标特色的科技示范产品和科技示范展销

平台；建立保和鸡屠宰车间和冷库，对接各级电商协

会，真正地做到产销一条龙服务。目前，全村共建起

了 7 个“保和鸡”养殖基地，520 平方米扶贫车间和养

殖林下走地鸡 2.5 万羽，年产值超过 200 万元，帮助村

贫困户年人均增收 1 000 元。为此，这支科技服务团队

被授予“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2019 年度先进团队”

荣誉称号。

2.3 中草药和种养循环产业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因其独特的寒冷气候和地理

位置，遍地是野生药材，其主要品种是山（金）银

花。目前，隆回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花产区。金

银花作为我国 72 个大宗名贵中药材品种之一，主要成

分是绿原酸、黄酮、皂苷乙，具有明显的抗细菌、抗

病毒“双抗”功效。

针对金银花具有抗生素替代物的潜力，为了搭建

金银花产业对接畜牧业应用的桥梁，印遇龙和李凤娜

对隆回县金银花进行了基础研究，将金银花列入“优

质地方猪饲料营养调控技术研究”的湖南重大科技专

题，使金银花在畜牧领域的应用获得理论支撑。同

时，为了响应我国饲料抗生素的禁用政策，采用金银

花的功能性提取物——绿原酸研发了替抗促生长的饲

料添加剂。这有助于改善动物肠道菌群结构和机体氧

化还原平衡状态，并能缓解动物生产过程中各种应激

因素的不良影响，调控脂肪沉积，增强动物机体的免

疫力和抗感染力[9]。因此，金银花提取物——绿原酸

被评估为一种潜在替代抗生素类和激素类药物的理想

饲料添加剂，对降抗替抗、提高动物生产效率和产品

品质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断奶仔猪、母猪、肥育猪

日粮中添加绿原酸可改善生猪健康状况，提高动物产

品品质[10]，为金银花产业在畜牧业领域的应用创造了

良好的发展前景。

项目组胡永灵利用 10 多年的研究成果（复方纳米

中草药生态养殖技术）结合贫困山区的有利条件（中

草药资源丰富），进行中草药生态养殖三黄鸡、生

猪与黄牛，先后无偿帮助 60 多家贫困企业和 36 家贫

困养殖户，积极开发“中药保健饲料”“生态饲料”

等产品，并开展中草药生态养殖技术的研发工作。目

前，该项技术还在越南北部 16 个省进行推广，并与

越南中央农业推广中心、越南北江农林大学等成立了

“中越农业合作中心”。

随着畜禽养殖业无抗养殖时代的到来，同时受非

洲猪瘟、禽流感等动物疫病的影响，“中医农业”的

理念越来越受到畜禽养殖业的青睐。基于此，印遇龙

团队还通过创新地方特色种养平衡模式，优选了适合

于种养平衡的水芹菜、桑叶、苎麻、巨苋草、构树、

甜象草等饲用作物，以及金银花、杜仲、连翘等药用

植物，来替代常规饲粮，以缓解饲料原料短缺问题和

解决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循环生态农业的

发展[11,12]。

3 畜禽特色养殖助推科技精准扶贫的相关政
策建议

畜禽特色养殖业扶贫在全国脱贫攻坚战中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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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畜禽特色养殖产

业属于传统畜牧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养殖

风险，受养殖成本、价格波动、动物疫病、自然灾害

等因素的影响大，养殖亏损甚至“全军覆灭”的案例

时有发生。鉴于此，对于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如何有效防止贫困地区返贫提出 4 个方面的建议。

3.1 政策层面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分利用各类涉农财政

资金，加大投入，按照现代畜禽养殖生产经营理念，

促进畜禽生产由分散型向集约化转变，由粗放型向精

准型转变，实现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提高

畜禽养殖规模效益。按照产业规划，统筹安排整合产

业发展和扶贫资金，在产业发展的前、中、后阶段给

予持续支持，把产业做大做强，使畜禽特色养殖真正

成为贫困地区扶贫奔小康的新型产业。

（2）完善扶持政策。对新建和改扩建规模化养

殖场的基础设施采取以“先建设后补助”的原则，

完善防疫、粪污处理配套设施。鼓励支持种畜禽养殖

场（户）、散养户增养补栏，增强自主育种和供种能

力，保证生产供给不断档，实行种猪补贴。同时，落

实好畜禽发展项目、养殖用地、基础设施、环保审

批、领地使用的政策。

3.2 金融层面
提供保险与金融政策支持。建立健全畜禽养殖保

险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畜禽保险在畜禽产业中的重

要作用，分担畜牧养殖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给养

殖场（户）造成的损失；同时，形成与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场的联动机制，加快推进畜禽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按照“养殖场（户）+保险+银行+政府”的信贷模

式，对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农户、创业人员提供免抵

押、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的金融扶持。

3.3 科技层面
（1）加大科技投入，加强良种繁育和饲养管理体

系建设。坚持“自繁自育为主、引进为辅”的方针，

保持当地特色畜禽品种优良性，进一步完善现有良种

繁育体系建设。建立动态基因保护库，加大优良地方

畜禽品种保护、开发利用的支持力度，提高良种推广

普及率，培育地方名优品种，建立特色品种配套系统

并推广应用，保证特色畜禽独有风味的同时提高其生

产性能，以契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加强对特色品种

饲养管理的研发，从饲料、品种、饲养、疫病防治等

方面建立一系列科学的技术标准，助力产业发展。

（2）强化技术队伍，加强科技培训，提高养殖

户的素质。加强畜禽疫病防治保护工程，建立健全

动物疫病监测和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畜牧兽医技术队

伍的作用。加强县级兽医实验室技术支撑能力，开展

基层动物防疫机构标准化建设，按照“三权归县、服

务在乡”的管理机制设置乡镇或区域性畜牧兽医办公

室，配齐配强乡村防疫人员，强化疫情处置应急队伍

建设，补齐防疫机构体系和人员队伍。严厉打击使用

违规兽药、饲料添加激素和瘦肉精等不法行为，为贫

困山区绿色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充分发挥

畜牧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将科技人员下派到基层行政

村与养殖户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推广科学养殖实用技

术。组织本地畜牧专家开展科学健康养殖技术培训，

提升科学养殖水平，提高贫困山区农村社会经济综合

效益。

（3）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循环经济。按照“村

容整洁”和“环境美好”的要求，充分利用当地优

势，加快村外标准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改变人

畜杂居、畜禽乱散养、畜禽混养的传统习惯，着力

打造畜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广“畜—沼—

菜”“畜—沼—果”等生态养殖模式，实施环境整

治、粪污处理、农田综合利用工程，实现农牧结合循

环发展。

3.4 品牌层面
（1）全力打造畜禽特色产业品牌。加强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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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力度，提高品牌含金量。同时，开展相关特色产

业的文化、旅游、休闲等活动，不断拓展产业领域，

推进产业多格局发展，真正做到品牌和效益紧密联

接。

（2）发展精深加工产业，打造知名品牌，培育

龙头企业和养殖专业合作社。围绕畜禽养殖、食品加

工等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通过畜禽精深加工

厂建设，着力打造知名优势品牌，扩大特色畜禽产品

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培育壮大一批带动能力强的

畜禽养殖加工龙头企业，支持发展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组织，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提高畜禽生

产的组织化、产业化程度，提高养殖效益。努力发展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养殖经营模式。

实行定单生产，降低养殖风险，增强项目的市场竞争

力，引进电商，改变传统销售模式，确保养殖户的效

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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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s not only a sunrise industry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but also a traditional industry on which rural and farmers depend. It plays a key role in advancing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Meanwhile, it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for solving the dilemma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lso the key to winning the tough battles against poverty on schedule. In this regard, it adapt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relie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to promot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moving the industry towards a large-

scale, modern, and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road, which can not only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arm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ies 

but also drive local poor farmers out of poverty. This has become a shi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 farming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characteristic farming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by technolog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characteristic 

farming, designating to str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battles 

against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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