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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新疆草场资源优质，马种资源丰富，现

有马匹数量 95 万多匹，发展现代马产业资源优

势明显。近日，新疆出台了《关于加快新疆马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力争马全

产业链产值达 220 亿元以上，形成一二三产业紧

密融合发展的现代马产业强区目标。

锲而不舍培育良种

夏日清晨，新疆昭苏县风光旖旎，草原绿茵

如毯，骏马驰骋嘶鸣。在伊犁种马场核心马队配

种站，每天清晨 5 点半，53 岁的技术员恩克博力

德准时起床，走进马厩喂养国外进口优良种公

马，开启一天忙碌的繁育改良工作。

“每天可以检查 120 多匹母马，条件适合就

可以人工配种。”在繁育室内，恩克博力德熟练使

用恒温水浴锅、精液分析仪、兽用 B 超机等设备，

认真开展人工授精配种。过去因繁育技术落后，

恩克博力德只能采用自然配种繁育技术改良伊

犁马。随着育种技术的成熟和创新，马繁育工作

更 加 高 效 ，目 前 良 种 繁 育 改 良 范 围 正 在 迅 速

扩大。

恩克博力德所做的工作，在新疆马产业协会

理事长、新疆农业大学马产业研究院院长姚新奎

看来，是新疆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过

去，新疆马匹主要用来拉车放牧，素质均衡但不

突出。现代马产业要满足市场对专门马品种的

需求，需要引进国外优良马品种，对本地马开展

专门化品种改良，提升马匹专项性能，提高马的

经济价值”。

建于 1942 年的伊犁种马场，一直担负着本

地马的品种改良任务，曾育出体形俊美、遗传稳

定、耐粗饲、力速兼备的伊犁马。如今，满周岁的

伊犁马驹身高就能赶上未改良的成年马，训练后

1000 米竞速在 1 分钟 10 秒以内。最近，种马场畜

牧科副科长郑文祥非常关注马匹调教中心的建

设进展，“中心占地 150 亩，两个国际标准的马术

场地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建设，全部投用后，伊

犁马就有了专业性能测试场地和调训学校”。郑

文祥说：“借助这一中心，伊犁马长到 1 岁半就可

以开展专业性能测试，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短距

离赛马、长距离赛马、表演马等分班，让每匹优秀

的伊犁马成长为有一技之长的‘特长生’。”

昭苏县有“天马故乡”的美誉，现存栏马匹

12 万匹，占新疆马匹存栏量的 12.5%，已形成“国

有马场+乡镇马人工授精站+农牧民”的马良种

繁育生产体系，与科研院校合作培养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伊犁马品种。今年，当地运行了 34

个繁育站，吸引了附近地区不少牧民前来改良马

种。“昭苏马产业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昭

苏县畜牧发展中心主任李海说。

培育好马离不了好马种群。新疆围绕“育马

业发展、马品种资源保护和马遗传改良”发展目

标，已初步形成以自治

区 种 马

场、地方国营马场、马遗传资源保护场为主导的

良种马繁育生产体系，组建了速度马、骑乘马、速

步马、耐力马、肉用马、乳用马等马育种核心群。

“在培育出伊犁马品种的基础上，今后需要链条

式发力，形成从马匹繁育、饲养管理到性能测定、

调教训练、上场比赛等一体化培养模式。”姚新奎

建议。

如今在新疆，养好马成了牧民们的共识。

“大家对改良的伊犁马越来越认可了。”昭苏县

军马场乡的海热拉木·卡德拉洪 1992 年就在当

地的组织下到广州学习马匹调训技术，回乡后

成了一名专业驯马人，“去年，我销售了 13 匹

自己调训的改良伊犁马，增收 20 多万元，今年

计划再调训 10 匹”。

快马加鞭融合旅游

夏季是新疆旅游的黄金季。在“空中草原”

新源县那拉提景区东门，阿尔善村的塔布斯·俄

得热斯正拉着红色伊犁马，载着来自福建厦门的

游客一览山地草原美景。

“游客骑马赏景一小时能收入 80 元，一匹马

一年能收入 2 万多元。”2013 年，塔布斯·俄得热

斯带着亲戚的 5 匹马创建了马队合作社，如今已

有 70 匹马。为稳定村民拉马收入，景区管委会

投资 60 万元修建售票厅、马匹洗消厅等基础设

施，开发了 5 条骑乘景观道，帮助合作社规范化

经营。“今年合作社升级为公司，更加规范了。”塔

布斯·俄得热斯告诉记者，现在加入企业的牧民

骑手要统一培训，马匹要统一装备，还有专人队

伍为游客提供后勤服务。

“伊犁马和美景正在深度融合。”那拉提镇副

镇长宋哈尔·巴合提江说，围绕那拉提旅游风景

区等旅游景区，镇上打造了 7 家马队专业合作

社，有 1000 余匹马，年接待游客 10 多万人次，增

收近千万元；已有 1000 余人靠拉马吃上了旅游

饭。当地还积极开发冬季雪上赛马、马拉爬犁等

旅游观光活动，让马匹收入从“一季”向“四季”

转变。

此外，昭苏县还发挥马业传统优势，统筹马

产业、马文化走向协同发展，马产业与旅游融合

发展渐入佳境。

这两天，昭苏县军马场乡的海热拉木·卡德

拉洪正在调训一匹 2 岁的枣红色伊犁马，积极备

战伊犁国际天马旅游节赛事，“今年，小红马是我

的幸运之星，它已取得 8 场赛事冠军，奖金收入

有 7 万多元”。

昭苏县自 1992 年举办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

际旅游节以来，已连续举办了 29 届，成为国内知

名的马主题旅游节庆活动。今年第 30 届天马节

除保留原有赛马赛事、马术表演外，还应游客需

求，在开幕式结束后连续 3 天组织一系列常态化

赛马活动。

“天马文化产业园作为旅游节主要承办场所

开展常态化赛马，不但提高了牧民养马积极性，

还能让旅客与马近距离接触，提升旅游体验感

受。”该产业园副总经理康祖良说，他们下

一步将积极推动赛马专业化、规范

化发展，有针对性培养赛马

专业人员队伍。

随着新疆向全

域旅游发力，马产

业与旅游的融合

正 从 宁 静 悠 扬

的 牧 区 向 繁

华的都市延伸。

新疆古生态园位于乌鲁木齐主城区，有汗血

马等世界名马近 400 匹，是养马驯马、马术表演

及丝路文化等主题集中展示的综合体，是旅游打

卡“网红地”，年接待游客最高达 30 万人次。新

疆现代马业要实现强区建设，离不开高质量马主

题旅游平台的支撑，“我们正积极筹划打造国家

级马文化主题公园，通过后续举办国际性马术比

赛，不断擦亮马文化旅游金字招牌，提高新疆马

产业知名度。”新疆野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志峰说。

旅游和马业融合发展，为新疆马提供了展示

价值的平台。“通过旅游节庆搞赛事，常态化搞赛

事，以赛代测，以测选优，以优繁育，把最优秀的

个体马选出来，繁育培养出更优秀的国产赛马。”

姚新奎建议，今后需要在形成高级别系统化的常

态化马赛事以及提供商业化的马文化旅游产品

上下功夫。

产业链欣欣向荣

近些年，家住新源县的对山艾力·艾力买丝

靠 着 马 实 现 了 双 份 收 入 ：企 业 上 班 每 月 工 资

5000 多元，养 15 匹母马年收入 4 万多元——如此

稳定的收入离不开“孕马尿”这一关键词。

对于对山艾力·艾力买丝等养马牧民来说，

从前，孕马尿是一文不值的废弃物。然而，对于

2005 年落户新源县建厂的新姿源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来说，孕马尿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原料，可生

产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骨质疏松等药品。该

技术过去被国外企业垄断，新姿源通过自主创新

开启了国内工业化生产。走进这家企业的现代

化厂房，原料药、片剂和乳膏三条生产线忙碌运

转，生产的“孕马结合雌激素”相关产品已销往

30 个国家和地区。

孕马尿“变现”并非一帆风顺。“现在孕马尿

比牛奶贵，起初收集时‘一尿难求’。”新姿源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曾建广说，他们起初联

系到一户牧民可出售孕马尿，大家在山下等了

1 个多小时，才收到了牧民从山上送下来的不到

300 毫升孕马尿液。“新行业前景很好，虽然只有

300 毫升马尿，但开了个好头。”曾建广说，通过

当地政府和企业等多方努力，员工们走村串户宣

传孕马尿产业和各项政策，创新收集方法和工

具，出售孕马尿的牧民户数逐年增多。

目 前 ，该 公 司 每 年 收 购 孕 马 尿 1500 吨 到

1800 吨。“孕马尿根据雌激素含量按质收购，按

均价 6 元来算，一匹孕马每年可为牧民增收 2500

元到 3000 元。”曾建广告诉记者，“收集孕马尿还

能降低孕马流产率。过去，牧民养马方式粗放；

如今，收集孕马尿的母马管理更加精细，孕马流

产率由过去的 30%下降到 6%。”

近些年，新疆通过产业规划布局、政策扶持

引导，推动高校、企业和牧民等参与开发马产品

热情不减，马产业链不断延长。

发酵马奶饮品是新疆一些少数民族宴客待

友的必备品。在阿勒泰市阿苇滩恰浦汗塔斯社

区，53 岁的霍森别克·马沃亚一家靠着出售马奶

和马肉过上了好日子，“夏季里，我们每天能出售

150 公斤马奶，每公斤 30 元都供不应求”。

“马的价值需要被不断挖掘。”这两年，霍森

别克·马沃亚购买国外良马对饲养的 200 匹当地

马开展杂交改良，“改良后的马每日能多产 5 公

斤马奶，马肉也能增加 100 多公斤”。随着当地

合作社产奶设备、配种设施不断更新改善，霍森

别克的养马积极性高涨。

昭苏县新疆牧马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哈斯叶尔登则瞄准了冷工艺制造手工马油香皂

产品。他的公司从最初每天生产 60 块香皂稳步

提升到如今的 300 块，去年营业额达 20 多万元。

今年，他们入驻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新疆生物医药

创新产业园，与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制定马

油化妆品相关行业标准，积极布局国内市场。

“新疆的马产业链全国最长，但比较分散，马

肉马乳等产品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不高，龙头企

业培育带动能力不强。”姚新奎建议，今后需要通

过科技发力，在马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上下功

夫，形成更多商业化、标准化马产品加工生产龙

头企业。同时，要统筹考虑相关马产业产品销

售，不断做大产业蛋糕。

系统化培育“伯乐”

“吉尔吉斯斯坦走马、奥尔洛夫速步马、阿

拉伯马擅长耐力赛，阿勒泰马个子小，但脾气温

顺⋯⋯”盛夏时节，在阿勒泰市金血马场，18 岁

的别热勒·托合塔合力正为来自切木尔切克镇寄

宿制学校 6 年级的 40 名学生介绍马匹品种，开展

马术相关课程教学。

在阿勒泰地区，冬天滑雪，夏天骑马，是当地

学生喜爱的特色体育课程。“马产业发展离不开

人力资源支撑，需要从孩子抓起。”金血马场负责

人周勇告诉记者，在经营马场过程中，他们与当

地政府合作开展马术进校园活动，3 年中已培训

当地中小学生 1.5 万余人。

“马术人才供需不平衡造成专业人员流失量

大，需要多样化培养合格马术人才。”周勇所在马

场起初有 25 名马术教练，目前仅剩 7 名，人才缺

失成为制约发展因素之一。如今，金血马场正加

快建设含有学生宿舍和专业设备教室的两层教

学楼，今年 9 月，首批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马术

专业的 30 名大专生将在此上课。

在新疆，不少少数民族青年从小成长在马背

上。各地因地制宜，不断挖掘人才潜力，培育

专业化马业人才队伍。

这两天，来自昭苏县的托勒巴依尔在

重庆某马术俱乐部找到一份月薪 8000

元的马术教练工作，“去年冬天参加了

新疆马业协会主办的驯马工技能培

训，能在俱乐部顺利找到工作，初

级驯马工专业技能证书起到了很

大作用”。

2021 年冬天，昭苏县组织托勒

巴依尔等当地 65 名富余劳动力开

展了共计 90 天的驯马工初级职业技能培训。学

员可以学习马匹品种习性、常见病预防用药、饲

养运动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拿到初级

技能书 3 年后，可以申请中级技能书。

“现在繁育的伊犁马与老品种差别很大，驯

马、饲养、调训都离不开专业技能支持。”昭苏县

昭苏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刘布和给马当了 25 年医

生，担任此次培训班班主任一职。“培训班就是让

大家明白如何科学专业养马骑马，提高现代马业

技能。”

现代马产业是一项专业化、系统化要求很高

的产业，离不开各层次专业人才的有效支撑。

“新疆农业大学自 1952 年建校以来一直开

设《马属动物生产学》课程，是国内唯一持续开设

该课程的高校。从 2021 年开始，马业从畜牧专

业分出，变为与畜牧专业平起平坐的马业科学专

业。”姚新奎说，通过成立新疆农业大学马产业学

院，新增设的“马业科学”本科专业已实现首批招

生，目前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马业

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新疆有 4 所职业学校开设了 6 个马产

业相关人才培养专业，基本形成了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大中专生的马业人才培训

体系，并一改过去“黑板上养马”的培养模式，

马业人才从课堂走进马场“学以致用”。目前，国

内 2000 多家马术俱乐部中，近一半专业技术人

员来自新疆。

吹 响 万 马 奔 腾 号 角
——新疆推进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新疆是马业大区，马匹存栏量约占我国的 26%，居全国第一位。新疆该如何谋篇布局现代马产业，进一步

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一马当先”？当地马产业在融合发展和产业链延伸方面有哪些优势？经济日报

记者走县入户，深入牧场企业一探究竟。

经过多年发展，新疆正从马业大区向强

区转变，以良马繁育为牵引的马产业融合发

展加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千里

马”的培育，还要加大“伯乐”的培育力度，厚

积薄发，才能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蹄疾步

稳、行稳致远。

首先，紧抓繁育“千里马”不放松。好马

是现代马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疆围绕比

赛、马术表演、旅游骑乘等专业用马持续发

力，加速发展培育出伊犁马等优秀专业马匹

品种。然而，新疆现代马产业发展时间短，基

础不够深厚，良马群体不大，马匹性能优化成

长空间依然很大，需继续围绕市场坚持做好

“千里马”培育。

其次，加大马业人才培养力度。新疆马

业资源丰富，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天地。

在马产业补链延链强链过程中，培育龙头企

业，提升产业链韧性，提高产业效能，均离不

开人才有效支撑。目前，新疆初步形成了马

业人才培养体系，但人才供需不平衡，仍严重

制约着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围绕产业急需

人才，立足长远，加大培养力度，不断夯实马

业人才基础。

如今，新疆正在实施优良马种品质提升行

动、赛马赛事牵引带动行动、马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行动、特优马产品品牌创建行动、马产业科技

创新驱动行动，相信随着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伯乐与千里马同频

共振，新疆马产业一

马当先将指日可待。

“千里马”与“伯乐”缺一不可

上图 昭苏县牧民们饲养的改良

伊犁马群正在扩大。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 在新疆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牧民通过出

租马匹带游客观光实现增收。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