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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份至 6 月
份，枇杷成熟季节，四川
成都天府新区周边，成
片的枇杷树上果实累
累，金灿灿的着实诱人，
来此采摘的游客络绎不
绝。如今，这里已是全
国最大的枇杷生产基
地。果农们在享受丰收
喜悦的同时，都会说起
带领他们种果致富的全
国劳动模范、优秀农民
企业家、四川成都天府
新区宗富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裴忠富。

裴忠富打工时，听
工友讲起亲戚靠种植果
树致富的故事。便决定
回到老家，用打工积攒
的 1000 多元买了果苗
和学习资料，报读了当
地一所农业广播技校，
开始钻研果树栽培技
术。他在成都白沙镇试
栽了 3 亩枇杷，经过 3
年的精心管护，枇杷收
入 2 万多元。成功后，
更坚定了裴忠富种植水果的信心，也由此开启
了他果树种植的创业之路。

“看着乡亲们还生活在贫穷中，我心里不是
滋味。”裴忠富常说。于是，他开始走家串户，以
自己种植枇杷获得收益为例，进行现身说法，动
员大家和他一起干。

不种粮食种水果，究竟赚不赚钱？许多村
民在观望、犹豫。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裴忠富
拍胸口许下承诺：“跟着宗富干，保证有钱赚。”
一部分村民打消了顾虑，开始跟着他种起了果
树。通过科学管理，枇杷每亩收入从几百元提
高到1万元以上。

为了让乡亲们赚到更多的钱，裴忠富一方
面想办法提高果农的种植技术；一方面为枇杷
果跑市场，找销路。他还利用自己多年经营起
来的水果销售网络优势，创办果业服务网站，并
得到百度的官网认证，为果农搭建了一个便捷
的果业交易平台，实现了果品网上交易。

裴忠富还借助互联网，打响了“宗富”品牌，
通过百度搜索平台进行推广，打出了“买果苗，
找宗富”的口号，为果农提供“一条龙”帮扶服
务。如今，借助于百度流量入口和精准推荐技
术，不仅实现了果苗销售连年翻番的优良业绩，
而且带领更多的果农走上了种果致富之路。

据了解，这些优质水果除了销往重庆、贵
阳、昆明、北京等城市外，还远销越南、泰国等国
家，至今已累计销售千万吨。

截至目前，宗富果业指导扶助建立的水果
种植基地已遍布四川、贵州、重庆、云南、湖南、
湖北、西藏、青海等 13 个省、自治区，先后发展
名优特新品种水果基地 60 余万亩，名优果苗
800 万株，已经建成名优樱桃、枇杷、板栗、葡
萄、无花果、猕猴桃等 10 多个品种，20 多个水
果育苗基地，年产优质果品60万吨。

如今，裴忠富劳模创新工作室已经成立，接
下来将继续通过百度这个网络平台，进一步打
响宗富品牌，服务好四方果农。

“作为全国唯一以现代农牧产业为特
色的省（市）级高新区，如何承担起国家现
代畜牧产业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对荣昌
高新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荣昌高新区
副区长徐利敏坦言，要加强校企联动、共建
中国畜牧现代化研究院、延伸畜牧养殖物
联网技术，为把荣昌高新区打造成为西部
地区乃至全国畜牧科技创新高地和成果转
化中心而努力。

牵手科研机构

今年 2 月份，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重庆市畜牧科
学院、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航天
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在荣昌高新区成立了
中国畜牧现代化研究院。其核心是面向重
点领域，集聚优势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推
动产业发展。

记者看到，在荣昌区政府与中国农业
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等联合签署的“中国畜牧现代化研究院
共建协议”上，荣昌区正式提出：联合国内
优势科教资源，构建现代畜牧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产业孵化和科技服务模式，搭建一
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将荣昌高新区
打造成为中国畜牧业现代化典范，成为中
国畜牧业研发中心、生产中心和制造中心。

走进位于荣昌高新区的重庆澳龙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大厅
内，整齐摆放了多种新型兽药。“这只小小
的药瓶可大有来头”，该公司总经理助理王
美贵拿起一款药品，向记者介绍，它叫羊棘
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俗称
羊包虫病疫苗，应用了中国农科院的发明
专利。凭借高度的生物安全性、极高的免
疫保护率，已经成为目前全球唯一用于治

疗人畜共患病强制免疫疫苗。数据显示，
仅 2016 年，我国便有 4000 多万头羊接种
该疫苗。

除与中国农科院、西南大学等高校联
合研发外，澳龙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还与四
川华派生物研发中心自主研发了猪圆环疫
苗，解决了猪易发烧、死亡的生产顽疾。如
今，该产品已进入国家兽药证书评审环节。

在荣昌高新区，澳龙生物制药只是高
新区自主研发、联合研发畜牧制药产品的
一个缩影。“未来，通过校企联动，以中
国畜禽种业工程技术中心、畜牧智能装备
制造工程中心、生物医药工程技术中心和
畜牧业现代化产业孵化示范基地为主要内
容的‘七中心一基地’将逐步落成。”荣
昌畜牧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规划，从
2017 年开始，中国畜牧现代化研究院每
年推出 3 个至 5 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研发成
果落户荣昌，到 2020 年，初步形成 5 个
20 亿级、10 个 10 亿级以上产业化项目落
地投产。

创新交易方式

荣昌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国家现代畜牧示范区核心区、
全国畜牧绿色发展示范县的区县。其中，
荣昌猪作为世界 8 大优良地方猪种之一，
品牌价值高居全国地方猪种榜首。然而，

“酒香也怕巷子深”，近距离的买卖批发已
无法跟上以荣昌猪在内的畜牧产品进军全
国的步伐。如何创新交易方式、实现“买
全国”“卖全国”？国家生猪交易市场应运
而生。

实时统计线上生猪交易量、实时生成
生猪价格指数、购买生猪货运保险⋯⋯一
张巨大的数据网让买卖双方在国家生猪交
易市场线上交易平台的公平交易成为现

实。在硕大的显示屏上，记者看到，除实时
统计平台交易金额、日成交量等数据外，还
形成了生猪、仔猪的成交均价。“我们看到
的这个猪价，是用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作为
稳定的生猪价格指数，能为平台交易提供
一个借鉴值，对缓解‘猪周期’效应、稳定猪
价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国家生猪交易市
场线上交易平台经理杨智说。

其实，在国家生猪交易市场，价格形成
中心只是搭建“两大平台、五大中心”的其
中一环。记者了解到，国家级重庆（荣昌）
生猪交易市场，是农业部按照国家第十二
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建设的全
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畜禽大市场，目前，正积
极搭建全国生猪产销大平台、全国生猪品
牌大平台和价格形成中心、产业信息、物流
集散、科技交流、会展贸易等在内的“两大
平台、五大中心”。

“其中，猪交所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生
猪活体线上交易标准、疫病防控与实物交
收这 3 大难题。”杨智向记者说起创立初
衷，如今，通过移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技术
的线上交易与生猪调出县的线下资源，一
方面，生猪交易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买卖双
方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全程监控猪的生
长也解决了质量不可溯源等问题，荣昌猪
乃至全国生猪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显著提
升。目前，生猪市场电子交易成功覆盖全
国 31 个省区市。今年以来，累计交易金额
已达 70 亿元，预计今年将实现 450 万头生
猪近500亿元的交易额。

如今，在荣昌高新区，以国家生猪市
场、中国畜牧产品交易网、“在村头”等电商
平台功能为依托的“互联网+”现代农业模
式已经形成。据统计，仅 2016 年，高新区
工业总产值 640 亿元，占荣昌区工业总产
值的 74.41%；高新区农牧高新技术企业产
值213.5亿元，占高新区总产值的33.36%。

多方招才引智

连 续 10 年 获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先 进 区
县、与国内外 49 所科研院校合作建设 27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或科研平台、先后获
得国家级、省 （部） 级科技成果奖 306
项、拥有发明专利 229 件⋯⋯一张张成绩
单，无不显示着荣昌区在发展农牧业过程
中持续推动畜牧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利
好信息。

截至 2016 年底，荣昌高新区入驻工业
企业 385 家，其中科技型企业 79 家。在 37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农牧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占 35.14%。“虽然高新区科研企业入驻
量不断增长，但仍然面临创新资源不足的
问题。”徐利敏说，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如重
庆市畜科院、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的科研和
人才优势没有很好地利用；扶持创新创业
的资金、政策、空间、配套服务等跟不上，激
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形成。

针对这一问题，荣昌区委、区政府专门
出台《荣昌区建设新兴工业城市人才支持
政策》，在人才创业扶持、创新奖励等方面
制定了具体的奖励资助政策；同时，中国畜
牧现代化研究院除直接引进高校研发成果
外，还将搭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如建
立 5 个以上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
验室，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引进 1000 人以
上的科技研发和管理人员⋯⋯届时，将为
高新区创新内生动力提供长足保障。

徐利敏表示，希望各级各部门、企业、
科研机构把资金用到“刀刃”上，力争到
2020 年，创新体系基本完善，企业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国家高新区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实现全社会 R&D（研究与开发）经费支
出占GDP比重达到2.5%，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60%以上。

让畜牧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重庆市荣昌高新区多举措发展农牧业

本报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如果牛正在生病，只要在控制面板上
标记加锁，机器就不会对病牛挤奶。”青岛
奥特奶牛良种场场长孙友德说。

日前，记者来到山东省即墨市段泊岚
镇的一处占地 1273 亩的养殖示范园采访，
在参观青岛畜牧兽医研究所奥特奶牛场时
发现，这里的每一头奶牛后蹄上都配有数
字编码的感应器，挤奶厅装有数字化挤奶
机，可在线检测原料奶的乳脂、乳蛋白等指
标，且信息自存可随时查阅。

在这里，不仅蕴含着高科技元素的饲
养模式，投资1000万元搭建的由光伏大棚

及浮萍养殖池、有机肥发酵加工车间等组
成的污水处理系统更显现出循环经济的

“迷人身姿”。
“粪污经固液分离后，固体加工成有机

肥用作肥料；污水经厌氧发酵进入光伏大
棚浮萍池净化，可作景观湖贮水、灌溉或奶
牛饲养。”在介绍浮萍池时，孙友德显得特
别兴奋，“别小瞧这小小的浮萍，它是从众
多品种中经多次实验筛选出来的”。

据介绍，该浮萍高于 5 摄氏度即可生
长，可直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氮、磷
等物质并进行指数式繁殖，其本身极易提

取或转化出淀粉及部分蛋白质、黄酮类等
高附加值化合物，同时也可用作生物燃料、
化妆品等，连残渣都能作为优质饲料，综合
开发潜力极高。

若说奶牛项目为饲养界科技与绿色的
集合体，那么 Beagle 犬生产繁育基地可谓
精准与高端的完美融合。

“因该犬用于药物等研发，对其身体各
指标要求近乎苛刻。”青岛博隆实验动物有
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冬冬说，当前国内对
犬病研究及疫苗评价主要用普通级Beagle
犬，因饲养开放导致资质不“纯”，不能用于
攻毒实验。“而无特定病原体（SPF）动物是
国际通用标准，排除特定病原微生物和寄
生虫，目前我们已具备培育条件。”王冬
冬说。

该项目已列入“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由尹燕博教授团队主持，项目完成
后，公司将成为亚洲唯一可批量提供 SPF
级 Beagle 犬的单位，产品也将在人类医学
研究特别是新药研发中得到应用。

当然，高端项目入驻少不了高端人才、
科研院所的“有机嵌入”。

“园区拥有青岛市级以上院士、专家工
作站等18个，其中国家级5个，与中国农业
大学等国内外 50 多所高端科研机构和高
校的 160 多名专家建立了紧密的科研合作

关系。”园区管委会主任李知臻说。其中柔
性引进院士、“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高层
次人才 5 人，参与指导的副高职称以上人
才1000余名。同时，俄罗斯米丘林国立农
业大学、瑞典农业大学、英国皇家兽医学院
等 300 余名专家为园区畜牧业升级、培育
发展新动能提供着智力支持。

其中，科研转化为生产力，在园内的效
果实实在在。“以前鲜羊奶收购价在每公斤4
元左右，通过与周边养殖户联合育种及推广
种公羊等方式，使崂山奶山羊品种改良，产
奶性能提高，现收购价高于每公斤 6 元，若
按目前每只奶山羊年均产奶450公斤计算，
农民全年每只羊能多赚900元以上。”青岛
奥特种羊场场长程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此外，由中国农科院牵头、11个科研单
位共同承担的“奶牛提质增效技术集成模
式研究与示范”项目，主推了全株玉米青贮
等 9 项技术。仅青贮饲料一项就引导即墨
市养殖企业一季青贮玉米秸秆6000余亩、
其他农作物下脚料 1 万吨；犊牛代乳粉技
术推广奶牛 600 头，增加效益 21 万元；奶
牛精细化养殖技术推广奶牛2600头，预计
额外增加收入156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入驻园区的企业必须
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前期，已有几家企
业因饲养环境不达标、养殖技术和设备落
后等原因被“清出去”，其中不乏著名企
业。取而代之的是全国首家种公马站青岛
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以“公
司＋合作社＋养殖户”运营模式助农增收
的青岛诚赢生猪合作项目。

在寸土寸金、优胜劣汰的示范园内，一
张占地 1273 亩的即墨畜牧科技蓝图正徐
徐展开，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畜牧业的生
产方式。

山东即墨畜牧科技示范园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未来畜牧业啥模样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静秋

裴忠富的网络致富经

本报记者

徐

红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日前，吉林省启
动“千姐千店千社千品”计划，以培育 1000 名
懂网络、会经营网店，能带头致富的女性人才，
孵化 1000 家“吉林网姐”创办的网店，推广
1000 种吉林特色产品，促进 1000 名女农民专
业合作社转型升级。

吉林省妇联主席孙弘介绍，鼓励妇女在电
商行业创业，是根据女性特点作出的安排。吉
林按照政府、妇联、高校、企业四位一体联动的
模式，实施“吉林网姐”电子商务项目，打出了

“互联网+妇女创业”的组合拳，在推介特色农
副产品方面效果明显。

据了解，通过组织她们参加店社对接洽谈
会，建立包括农特产品在内的10大类网上产品
库，通过“实体+虚拟”“线上+线下”等多种形
式，促进 1200 个合作社和“吉林网姐”联动，
5000多种单品上线，孵化网店5000多家。

吉林启动“千姐千店千社千品”计划

铁皮石斛助力精品农业

2014 年以来，四川内江市东兴区兰斛种植
有限公司引导农户实施铁皮石斛标准化生产，
目前全区已建成 120 亩核心种植基地，并带动
周边农民近百人就业。图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在
采摘铁皮石斛鲜花。 兰自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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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信息变革、技术创

新向纵深推进，重庆市荣昌

区不断探索农牧业创新发展

的新路径，通过瞄准农牧业

优势、引进高校研发成果、搭

建全网产销平台等创新措

施，为农牧业发展注入持久

动力

青岛畜牧兽
医研究所奥特奶
牛场内的数字管
理挤奶系统。

解圆圆摄

△ 澳龙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活疫苗车间，技术人员
在进行设备调试。

◁ 荣昌高新区的凯歌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子车间
内，工作人员在检查防焊层
图像底片对准度。

康 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