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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牧业绿色转型发展政策
及现实例证
尹晓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摘 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当今和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略。 畜牧业绿色发展是农业绿

色发展的基础和重点领域，也是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出

台新政策，要求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各地推动畜牧业绿色实践的主动性显著

增强，并取得成效。 近年来，内蒙古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先试，通过实行农牧结合和草牧结合，提

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率， 以及在促进草原畜牧业的转型和草原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

实践探索，为我国深入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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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需求增长和政策推动，我国畜

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畜牧业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我国

畜牧养殖业开始向集约化、 规模化和产业化转变， 由此带来的畜牧业外部负效应的问题也日益突

出，我国畜牧业从实现“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跃难度加大。实现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亦成为

我国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畜牧业发展必须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与生态环境保

护，也就是除了要进一步提升比重、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外，还要坚持绿色导向，解决动物产品的安

全性问题和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环境困境问题［1］。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包括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的环境管理、通过总量控制实现源头减排、

推进农牧结合和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等，以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绿色发展。 实际上，国内很多

地区的畜牧业绿色发展实践已经取得成效［2-3］，并不断探索畜牧业产业转型升级模式与机制，推动中

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 梳理我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提出的现实背景以及畜牧业绿色发展

的政策，重点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的三个实践样本的讨论，梳理出目前推进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案例，也为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我国畜牧业发展的红利与代价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 受需求和产业政策等因素驱动， 中国畜牧业快速发展。 全国畜牧业总产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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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农林牧渔各行业产值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农林牧渔各行业占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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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 20 825.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30 285.0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5.5%。 畜牧业占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比重自 2001 年以来一直维持在 30%左右（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都在

40%以上），肉类和禽蛋产量均跃居世界第一位（图 1—图 2）。
我国畜牧业生产结构和饲养方式也迅速转变。 2010 年我国生猪、蛋鸡和奶牛规模化养殖所占

比例分别为 64.5%、78.8%、46.5%①。规模化养殖直接导致了我国畜禽粪便排放密度增加。目前，我国

每年产生的畜禽粪污量达 38 亿吨，综合利用率 64%，还有近三分之一未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了巨

大的资源浪费［4］。根据国家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数据，2010 年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水污染

图 2 中国肉类总产量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Wind

①中国畜牧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畜牧业年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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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量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是当年工业源排放量的 3.23 倍、2.3 倍，分别占全国排放

总量的 45%、25%①，畜牧业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畜禽养殖的资源环境代价也大幅度

增加。 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畜牧业生产与农业的逐步脱离，资源利用率低造成污染

改革开放以前，除少数的牧业省的畜牧业以粗放养殖为主外，我国畜牧业生产方式是以千家

万户分散饲养的散养为主，养殖规模相对小，牲畜具有提供畜力、消纳家庭厨余垃圾、为农田提供

农家肥、改善家庭收入和提供动物蛋白等功能，生产力低，生态功能多样且相对稳定，基本上形成

了闭合的生产循环和稳定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农牧和种养结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需求的拉

动下，在集约化畜牧业补贴、化肥工业补贴和农业机械化补贴等的助力下，我国畜牧业生产发生

显著变化。

一是畜牧业生产系统逐步从草地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随着猪、鸡等动物饲养量的增多，家畜

生产更多地依赖农业生产系统。

二是逐步从分散趋于集约化。 随着规模养殖加快发展，畜禽养殖的产业集中度提高，养殖与种

植分离成两个主体，养猪的不种地，种地的不养猪，从客观上隔绝了粪便还田的通道。

三是集约化养殖场在空间分布上日益向消费地转移。 出于降低销售成本及便于加工的需要，很

多养殖场选址在人口稠密和交通方便的地方，难以实现畜牧养殖废弃物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 而

且，由于规模化养殖不断扩大，粪便产生量大，缺乏配套连片土地来消纳废弃物，对粪便采用点源污

染治理方式实现达标排放，导致了粪污中氮磷资源流失，也增加了养殖企业的生产成本，其资源环

境风险也大幅度增加（图 3）。
在“种养分离”的养殖模式下，我国有些地区投资建设的单体大规模养殖场，出现了当地自然环

图 3 我国不同生猪饲养规模场（户）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2008-2016 年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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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环境保护部、农业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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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难以消纳的牲畜粪污，致使养殖污染治理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最后不得已，以停工和停产告终。

（二）“宽松”的畜牧业环保政策与养殖污染治理水平低下

为促进畜牧业发展， 我国对养殖业一直采取较为宽松的环保政策， 畜牧业环保法规基本处于

“裸奔”状态，直到 2014 年才颁布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畜牧业污染防治条例。

目前小规模畜禽养殖场占我国集约化养殖场总数的 70%以上（2010 年数据显示，全国年出栏

数在 500 头以上的大中型肉牛场存栏量仅占年出栏总数的 5.2%）。 许多集约化养殖场总体规模小、

条件差、自有资金匮乏，配套设施不完善。

（三）过度放牧造成草原的严重退化，草原的生产和生态功能均显著降低

北方草原畜牧业与草地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 近半个世纪以来, 随着载畜率的不断提高，

加之干旱等自然因素影响，曾一度导致我国 90％左右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盐渍

化［5］。 具体表现为：一是草原生产功能低下，初级生产力尚未恢复到应有的水平；二是草原反馈调节

能力下降, 牧草产量年际间变异很大， 完全依靠天然草地的传统畜牧业模式难以为继，“以草定畜”

难以实现；三是超载过牧现象普遍存在，从全国来看, 2011—2016 年间天然草地的畜产品生产能力

折合 2.50 亿羊单位①左右， 重点草原区和全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旗县的超载率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表 1），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天然草原的超载过牧问题有所缓解，但草原地区超载过牧

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影响着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国内绿色安优质的畜产品供给不足，对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影响较大

增加绿色优质畜产品供给是我国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

强了食品安全管理，修订了畜牧业行业标准和兽药残留等限量标准，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 农业部每年对猪肉中可能存在的药物残留及瘦肉精等非法添加

物开展例行监测工作，也不定期开展兽用抗生素等专项整治行动。

通过连续五年的抽检，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都保持较高水平［6］。 但影响畜禽产品质

量安全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畜禽产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7］。 兽用抗菌药在动物疫病防控中被广泛

使用的现象仍然存在，养殖环节滥用抗生素等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抗生素随动物粪便排放带来的

环境污染，动物源食品中的药物残留，都给食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此外，部分饲料生产企业、

养殖场为片面追求效益，在投入品使用上存在不规范现象。 近年来，“瘦肉精”“苏丹红事件”等一系

列引发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被陆续曝光， 对国内生产的畜产品消费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载畜能力 2.46 2.55 2.56 2.48 2.49 2.52

重点天然草原超载率 28 23 16.8 15.2 13.5 12.4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超载率 42 34.8 21.3 19.4 17 15.5

表 1 2011—2016 年 我国天然草原生产力和草原利用状况 单位：亿吨；亿羊单位；%

注：全国重点天然草原（指我国北方和西部分布相对集中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传统的放牧型草原集中分布区，涉及

草原面积 3.37 亿公顷）

数据来源：2011—2016 年，历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农业部

①1 个羊单位相当于 1 只 50 公斤体重的成年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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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ai et al.,2018。

响，影响到了农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农牧民增收。 长期忽视优质饲草料的供给问题，是导致我

国奶业发生“三聚氰胺”事件的重要原因。

畜产品是居民蛋白质摄取的最主要来源，有利于改善居民的膳食结构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最

近有一份研究表明①，到 2050 年，我国动物蛋白总需求量将增加 47%~165%，如果中国畜牧业不能

够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目标，畜产品和饲草料进口需求将大幅增加，在国际贸易风险增加情形下是不

可持续的，同时也会增加未来畜产品供应的风险。

二、国家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与目标

我国畜牧业进入以环保为重点的绿色发展转型阶段， 重点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资源和环境

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并根据目前现状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强化畜牧业粪污的环

境管理、通过总量控制实现源头减排、农牧结合和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等，推动畜牧业的绿色发展。

（一）强化对畜牧业环保治理

强化畜禽养殖业的环保治理从 2014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开始，此乃我国第一部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的农业农村环境保护行政法规。 《条例》明确

了畜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布局应当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要求， 明确了

禁养区划分标准、适用对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激励和处罚办法。

2015 年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中明确了划分禁养区内养殖场

（小区和专业户）关闭或搬迁的时间表，并要求将现有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根据污染防治需

要，配套建设粪污贮存、处理、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实行畜禽粪污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2015 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中，要求这些

区域的生猪主产县以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制定养殖规划，合理划定适宜养殖区域和禁养

区， 改进生猪养殖和粪便处理工艺， 促进粪便综合利用。 2016 年 4 月，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2016—2020）将全国生猪养殖划分为四类区域。 2016 年 5 月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明确规

定禁养区划分依据；2016 年 11 月“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再次重申 2017 年底依法关闭或搬迁

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2016 年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和使用，促进源头减量，加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鼓励支持畜禽粪便处理利用设施建设。

自禁养区、限养区划定后，2018 年环保税开始正式实施，养殖业的环保税仅针对养殖存栏规模

大于 50 头牛、500 头猪、5 000 羽鸡鸭等畜禽的养殖场征收，不断倒逼行业产能升级。2016 年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明确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要求达到省级人民

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并且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畜禽养殖场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

2016 年 11 月，《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中，要求禁养区划定完成后，地方环保、农牧部

门要按照地方政府统一部署，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已有养殖场

的关闭或搬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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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规划要求 2017 年底前，各地区依法关闭或

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到 2020 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地级及以上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 80%。

环保压力下，政府通过一系列环保政策设置“禁养区”“限养区”等来清退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分

散生猪散养户加速退出，而专业化、规模化养殖户将凭借资金、技术优势迅速扩张，生猪养殖业规模

化不断推进。 统计数计显示，50 头以下规模的分散养殖户数量逐年下降，而 50~500 头中等规模养

殖户（场）于 2012 年后开始小幅下降，大规模化养殖场数量增加。 据统计，2014 年我国规模化养殖

场 (年出栏 500 头以上) 生猪出栏占比 42%， 到 2015 年我国规模化养殖场生猪出栏占比 44%，到

2016 年占比已接近一半。

将养殖业的环保管制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禁：在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重点地

区，包括一些教育、科技园区等划定禁养区；二是限：对南方一些水网密集、养殖量比较大的地区，承

载力不够的地方实行禁限养；三是转：把生猪养殖向环保承载力容量较大的地区转移；四是治：采取

生猪养殖、资源化利用等方式治理畜禽粪便、治理环境污染；五是奖：对养殖补贴遵循规模越大补贴

越多的原则。

（二）促进末端利用，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为了全面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的意见》，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出台相关行动方案，系统构建了粪污资源化利用制度体系和

政策框架。

一是促进末端利用。 在肥料化利用方面，2017 年农业部已选择 100 个果菜茶重点县（市、区）

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行动。在能源化利用方面，支持建设规模化生物燃气，大型沼气工程 500
多个。

二是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2017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出台了《全国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工作方案（2018—2020）》，提出要“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

用的治理路径，重点支持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中强调了建设

目标： 选择 586 个畜牧大县作为治理重点， 首批支持 100 余个大县整县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到

2020 年完成 200 个以上整县推进任务，项目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形成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良好格局。 2017 年在全国

筛选了 51 个畜牧大县安排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其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 2018 年中央财政

继续通过以奖代补方式予以支持，并继续组织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再支持 200 个左右的

畜牧大县开展治理。 在省县推进的基础上，启动京津冀、长三角区域整省推进，在山东、河南、湖南、

四川等部分畜牧大省开展整市推进，允许大县因地制宜调整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和补助方式，推动解

决好中小养殖场粪污处理难题。

（三）通过“粮改饲”和草牧业发展促进种养结合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的种植，开展粮改

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当年农业部启动的

粮改饲试点项目，覆盖 10 省区、30 个县，共完成 286 万亩任务，当年收储青贮玉米饲料 99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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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粮改饲”项目范围扩大到 17 个省区 121 个县，除了推广种植全株青贮玉米外，也开始扩大到

饲草种植，“粮改饲”面积达到 678 万亩。 同年也在河北等 12 个省区的半农半牧区组织开展了草牧业

发展试验试点；2017 年，“粮改饲”项目拓展到全国 17 个省区共431 个试点地区，面积扩大到 1 000
万亩以上。

政府在推行“粮改饲”项目中采取的一系列的决策部署，传递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通过

“粮改饲”项目，推进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将草牧业的发展区域，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延伸到农

耕区；二是增加优质牧草供给，有效支撑了国内草食畜牧业的转型升级，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三是

推动生态治理向商品化生产转变。随着行业内对牧草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入和环保压力的加大，种

养结合、农牧循环正在成为畜牧业发展的新趋势［8］。

（四）继续新一轮草原补奖机制———推动草原保护和草畜平衡

从 2011 年起，国家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等 8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2012 年又将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

黑龙江等 5 个非主要牧区省的 36 个牧区半牧区县，覆盖了全国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

2016 年又启动实施了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支持实施禁牧面积 12.06 亿亩，草畜平衡面

积 26.05 亿亩，并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地区给予奖励。其中，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要求各地根

据补助奖励标准和封顶保底额度及时足额发放； 绩效评价奖励在可统筹支持落实禁牧补助和草

畜平衡奖励基础工作的同时， 要求各地用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和草牧业发展的比例不得低于

70%。 2011 年开始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是迄今为止政府在草原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实

施的最大规模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其首要目标是通过禁牧和草畜平衡等具体政策措施有效引

导牧户减畜行为，使其牲畜数量维持在合理载畜量的范围，并通过监督管理的行政手段，实现草

原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持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实施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推动建立草原生态保

护建设的长效机制，成为一种创新绿色发展制度。

（五）实施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

兽用抗菌药的减量化行动是实现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工作。 抗生素在促使各国畜牧业

从传统饲养方式向工厂化养殖模式的转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并在维持工厂化养殖模式的持续运

转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9］，中国也不例外。 目前，中国是全球抗生素抗菌药生产以及使用最多的

国家，其中大量被使用在养殖环节。在实际使用中，养殖环节滥用抗生素的问题普遍存在［10］，对人民

健康安全以及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2018 年 5 月，农业农村部决定开展兽用抗

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同时组织制定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2018—2021年）》。

该方案工作总体目标为：力争通过 3 年时间，实施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

推广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模式，减少使用抗菌药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使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实现“零

增长”，兽药残留和动物细菌耐药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2018—2021 年开展兽药抗菌药减量化工作。2018 年在全国选取 100 家大中型养殖企业作为首

批示范场，2019—2020 年，计划选取中小型的养殖企业作为试点示范，力求用三年时间，探寻出兽

用抗菌药使用的最佳模式并且进行推广。 主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规范合理使用兽用抗菌药，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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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处方药的制度。 二是审慎科学地使用抗菌药，在今后的养殖环节科学用药。 三是逐步减少促生

长类的兽用抗菌药的使用。 四是建立受用抗菌药应用的可追溯制度。

三、畜牧业绿色发展的实践样本：以内蒙古为例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国家重要的粮、油、瓜果、蔬菜商品生产基地。 此外，也还拥有 300 多万亩

盐碱荒地、300 多万亩中低产田和近 8 000 万亩天然草原， 丰富的饲草资源为草食畜牧业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近年来，市政府以建设河套全域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

目标，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全面提升农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形成全国地级市中“饲

养规模最大、唯一常年育肥出栏、四季均衡上市”的肉羊生产加工商品基地。巴美养殖企业以肉羊养

殖为中心逐步延伸，形成了饲草料生产、品种繁育、肉羊养殖、屠宰加工、沼气发电和有机肥生产相

配套完整的循环产业链，提高了生产资源利用效率。 圣牧高科实施种养一体化，注重牧草种植与养

殖业的匹配问题，打造全程有机产业链。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是农牧业交错的荒漠草原区。 乌审旗的草原退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由于过度垦殖和放牧导致草原退化的典型地区［11］。 为了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乌审旗依靠自

发人力和财力投入进行生态治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乌审旗的草原退化趋势已经初步得到控制。

2000 年以来，由于当地丰富的煤气资源开发，地方财政实力大幅增强，乌审旗政府提出了“建设绿

色武神”的发展思路，以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为前提，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通过增强饲

草料供给，促进畜牧业现代集约化经营。

（一）巴美养殖：打造肉羊全产业链模式，实现农牧循环

内蒙古巴美养殖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巴美养殖”）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2007 年 10
月注册成立。 公司占地 5 000 亩，其中，种植基地 2 000 亩，肉羊标准养殖设施占地 32 万平方米，设

计存栏规模 15 万只；品种繁育中心 1 500 平方米；全混日粮加工厂 2 200 平方米，有机肥加工和羊

肉屠宰加工厂 8 600 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现代化畜牧业养殖基地之一。

巴美养殖从 76 只母羊饲养开始，随着养殖规模扩大，逐步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了以养殖肉羊为

中心，集饲草种植、饲料生产、种羊繁育、沼气发电、有机肥生产、屠宰加工、冷链物流、观光旅游于一

体的肉羊全产业链循环经济产业模式，实现了以饲料、屠宰加工和有机肥生产相配套的完整的产业

链。建立了农牧结合的生产体系、完成饲养和屠宰加工过程中的粪污无害化处理，施用有效管理、采

用一系列适宜性生产技术，实现了畜牧业生产转型。

1.解决饲料供给问题是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关键

2008 年企业生产规模达 2 000 余只，企业认识到饲草料供应成为规模扩大的制约因素，2009
年开始扩大牧草种植，并利用当地丰富的作物秸秆和葵花剩余物等为原料，科学合理配方，开始

全混日粮饲料加工，确保企业年出栏肉羊 20 多万只，部分外销，既实现资源节约，又扩大了养殖

的赢利空间。

2.通过沼气发电项目和有机肥加工对养殖粪污废弃物实现有效利用，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公司建有一座有机肥加工厂和两座沼气发电站， 利用养殖过程中的羊粪尿开发大型沼气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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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产项目，年综合利用羊粪 10 万吨，年可发电 1 200 万度，利用沼气发电所产生的沼渣、沼液进行

有机肥生产，年产 6 万吨有机肥，8 万吨液态肥料，其特性和效能在业内具有领先独特优势。

3.通过技术改进，提高了产品品质，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

巴美养殖从品种繁育、饲料试验、饲喂机械、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改进。企业建立了品种繁

育中心，通过收进国外优质种羊，与巴美肉羊不断地进行杂交提纯，品质明显提高。 肉羊全混日粮

（TMR）颗粒饲料的研发、利用和生产，以及羔羊育肥技术、混配饲料的利用技术、农作物秸秆和农副

产品的加工利用技术和机械化投料技术的采用，提高了饲草利用效率，降低了饲草料成本，并极大

地节约了人力成本。 在相关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公司肉羊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年出栏肉羊 20 多万

只、屠宰加工肉羊 30 万只。

4.通过农企合作模式，建立互惠互利合作平台

巴美养殖依托先进的养殖技术和标准化圈舍，吸纳了 314 户养殖户带羊入驻，企业无偿提供圈

舍和标准饲养技术,低价提供全混日粮，按市场价回收肉羊。 并且统一进行粪污综合利用，从根本上

解决了分散小规模农户面临的饲草供给和粪污处理等各种难题。

5.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先后出台扶持肉羊产业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重点在养殖项目用地、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服务、税收减免、科技服务、人才支撑等方面予以支持。 巴美养殖积极争取各项国家项目支持，

例如在 2009—2012 年期间，各级财政通过产业化、饲草料加工、大型沼气、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种养

繁育，财政奖补等项目给予公司补贴 6 429 万元，补贴金额约占企业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为公司扩

大养殖规模提供了资金支持［12］。

（二）圣牧高科：基于草牧业实现种养结合，确保奶产品质量安全

巴彦淖尔市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简称“圣牧高科”）于 2010 年 1 月在磴口县成立，设立了生

态草业有限公司、牧业有限公司和奶业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圣牧高科依靠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

缘优势和草牧业基础，逐步实施有机牧草种植、有机饲草料加工、有机奶牛养殖、有机液态奶加工、

粪便无害化处理、有机肥还田利用等项目，打造成全程有机产业链生产体系，提高牧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公司目前已建成有机饲草料基地 21 万亩，现代化牧场 23 座，优质奶牛

存栏数 10 万头，日产鲜奶 1 300 多吨；并建成有机奶加工厂两座，有机食品厂一座，有机饲料加工

厂一座，有机肥加工厂一座。圣牧高科实现了 100%用自有牧场有机奶生产有机乳制品的企业。圣牧

有机奶同时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和中绿华夏有机认证两个高标准有机认证， 系列产品分别获得过

5 届（第 5、6、7、9、10 届）中国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 圣牧全程有机牛奶系列产品已销往 30 多个省

区的 1 000 多个市场。

圣牧高科有机奶完整体系的构建，有效推动了我国有机奶产品的供应能力。圣牧高科有机种养

基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引领示范效应的有机产业基地。通过形成闭环式的种养结合的产业

模式，主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提高饲料的质量；第二，用高质量的饲料进行高质量的生产；第

三，解决了生产中的污染。

1.注重种植用地与养殖规模匹配问题，实现种养一体化

圣牧生态草业公司按照“三亩地的草养一头牛，一头牛的粪还三亩地”的种植用地与养殖规模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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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解决畜牧用地的问题。 围绕牧场配置相应的饲草场进行建设。 草业公司结合沙漠治理改造，

共开发有机牧草饲料种植基地 41 万亩，其中已开发建成基地 21 万亩。 按照有机种植要求，种植

青贮玉米、苜蓿、燕麦草等牧草饲料作物。 采用科学种植技术和现代化节水滴灌技术，年生产优质

高产的有机牧草 20 万吨，为奶牛养殖提供高品质的有机饲草料。 圣牧草业有机肥厂先后建成了

九个有机肥厂、 七个液体肥厂、 一个种肥厂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对所有牧场的粪污进行无害化处

理，产出的有机肥又被施用于饲料种植，不仅为作物提供各种营养元素而且改良了沙化土地，奶

牛养殖与饲草种植紧密衔接、互相供给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成本 ［13］，还有效控制土地沙化，提高了

土壤有机质，提高了综合效益。

2.采用高标准的饲养模式

圣牧有机牧场为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以及健康标准达到世界一流，主要创新做法。一是选择引

进高品质的奶牛；二是引入国际标准化牧场管理理念，建立了奶牛专属环境体系，如牛均占地 60~
80 平方米，为确保奶牛饮水安全，采用反渗透技术净化水，定时化验，控制水温；设置饲养区、奶牛

运动区、挤奶大厅、青贮饲料区、粪污处理区等多个不同区域，进行针对性、系统化管理。三是组建了

具备专业养殖和牧场管理经验的技术专家团队，按照欧盟有机标准及国标有机标准，采用国际先进

的 TMR 方法饲养，为奶牛提供均衡健康的营养，提高了原奶的产量及品质；四是为了保证全程有机

产业链全程可控，采用智能化电子耳标管理系统，将奶牛的耳号与其品种、生产性能、免疫状况、健

康状况等信息一并联结，随时监控奶牛的身体状况、饲喂情况、产奶情况，确保全程可追溯。 每头奶

牛在挤奶前必须通过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的检测， 采用自动化挤奶系统避免了由于人工操作可能带

入生物外源病菌污染。

3.政府通过推动“粮改饲”和草牧业项目进行支持

磴口县是内蒙古 21 个半农牧业旗县之一，2018 年以来连续被列为国家“粮改饲”整县推进项

目县和草牧业发展试点项目县。为扶持圣牧高科的发展，地方政府将圣牧高科的 18 个牧场纳入“粮

改饲”项目试点单位，圣牧高科完成的“粮改饲”面积占全县总任务量的 80%。

为支持圣牧高科的有机产业链，多年来，当地政府将很多涉农涉牧项目资金投入到圣牧高科的

各个生产环节的企业中。

（三）乌审旗：增强饲草料的供给能力 推动畜牧业转型和草原生态保护

乌审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南端，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毛乌素沙漠腹地，全旗总面积 11 645
平方公里，地域面积广阔。 全旗共有可利用草原面积 1 060 万亩，农村牧区人口 6.3 万人。 境内多年

平均降雨量 350~400 毫米，多年平均水域蒸发量 2 200~2 800 毫米，气候原因导致草原生态环境脆

弱。 加上工矿业资源开发对环境带来的压力，草原生态逐年恶化，制约当地畜牧业规模经营实现和

产业化水平提高。

乌审旗政府把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民生福祉，并通过增强饲草料的供给，促进草原畜牧业发

展和草原可持续利用。乌审旗的案例表明，草原生态脆弱区要统筹兼顾生态保护和畜牧业绿色发展

目标，改变传统粗放的自由放牧方式，增强饲草料供给能力，为实施舍饲、半舍饲的生产方式提供基

础保障，促进畜牧业集约化经营。

大力推进“粮改饲”，以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为重点，推动粮食作物种植向饲草料作物种植方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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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实行草畜配套，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持续增加优势牧草保有面积。

坚持优化结构、提高单产、科学利用、促发展的原则，无偿为农牧民发放优质牧草籽，突出抓好

饲草料地种植优质多年生牧草、青贮玉米、优势食用灌木建设。 阶段性工作任务与长远的草业规划

结合起来，全力实施牧草良种补贴项目，加大人工种草力度，扩大高产优势牧草面积，减轻对草牧场

压力，亩单产平均提高 20%，牧草利用率提高 30%，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为实现草原牧区“禁牧不禁养”的目标，在嘎鲁图镇萨如努图嘎查建成 80 吨草颗粒加工厂，制定

并发布各种草类混合配方食谱；提高饲养的营养化水平，在乌审召镇建成使用小苏打加工厂 1 处。

坚守草原生态建设底线。为了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从 2000 年开始，乌审旗开始在全旗范

围严格推行严格的禁牧、休牧、划区轮牧、草畜平衡政策。 目前全旗 60%的草场实现围网，70%的牧

户实行季节性休牧和轮牧，禁牧休牧的牧户总数达 18 150 户，全羊牲畜达 92 万头只。 为了监测草

原利用情况，建成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选择测产样地 46 个，测产样方 64 个，为开展草原返青和

关键性生长期植被监测提供便捷和基础，牧草返青率平均达到 80%以上。

不断改善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和科技支撑条件，优化生产经营方式和产业体系，提高草原资源利

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强化措施，保质保量完成了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后续产业扶持资金项目建设任务。

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乌审旗基本形成以“细毛羊、肉牛、生猪”为主的农牧业产业体系。培育市

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7 家，各类专业种养殖合作社 707 家、养殖大户累计达到 2 138 户。

截至 2017 年，养殖业为全旗农牧民增收贡献人均达 7 800 万元。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建议

基于对我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提出的背景、政策目标进行分析，结合各地实践探索和实地调研，

总结典型地方和企业畜牧业绿色发展新模式，做出如下总结和思考建议。

（一）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表述来看，环保要素回归成为农业绿色展政策主

线下的确定性趋势。围绕畜牧业环保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各级政府在畜牧养殖业发展中的粪污治理

的重视和管理力度增大， 在构建新型种养关系上下功夫， 创建有利于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环境与机

制，构建种养循环生产模式的激励机制。 随着养殖环保税启征，畜牧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将提速。

（二）畜牧业绿色转型发展需要依靠一系列技术因素的推动

例如需要推广科学养殖方式，建立农牧结合的产业链，实现资源节约。从品种繁育、绿色营养的

饲草料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改进，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营养物质排泄量［3］。 推广应用绿色

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替代品，可以确保畜产品的品质［14］。 在废弃物综合利用中，推广适用的处理技

术，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等。 巴美养殖和圣牧高科的实践探索中都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三）畜牧业绿色发展重点和模式选择要因地制宜

各地区或企业从不同方面进行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包括调整畜牧生产布局化、推动农牧结合

和草牧结合、加强养殖废弃污染物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模式的探索。甚至一些地区将整治“瘦肉精”

和药物残留等突出问题作为畜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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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种养结合、农牧循环是实现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将畜禽养殖中产生的粪便、有机物作为有机肥的基础，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来源，同时种植

业生产的饲草和作物又能够给养殖业提供食源， 种养结合和农牧循环能够有效充分地将物质和

能量在动物和植物之间进行转换及循环，确保畜牧业全产业链的质量可控。 目前国内很少养殖企

业能达到农地与饲养规模适合的匹配程度，一些地区根据实际推进不同尺度和模式的农牧结合，

解决“种养分离”带来饲草料供给、粪污资源化利用和品质可控等问题，巴美养殖的实践给出一些

启示。

（五）“粮改饲”和草牧业发展在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政府自 2015 年开始推进“粮改饲”试点和草牧业生产，核心是将扩大饲草料种植，促进种

养循环、产加一体化，并实现饲草从跨区域销售转变为就地利用。 内蒙古的三个绿色发展样本的探

索中，都将优质饲草种植作为打造畜牧业循环产业链的关键，其中圣牧高科采用闭环式的种养结合

的产业模式，实现畜牧业全产业链的质量可控，确保优质的有机奶产品供给。

（六）政府要强化畜牧业的环保和资源化利用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看到，地方政府已经提出很多举措，包括通过编制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工作方案，分解减排指标并落实到养殖企业等办法，加强监管规范畜牧养殖业的行为，但更为重

要的是，政府通过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扶持措施，对畜牧业绿色发展做出更准确的引导，使生产、加

工和销售环节的企业主动践行和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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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and Practical Examples of Transi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Yin Xiaoqi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current and futur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imal husbandry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and key
component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consistent in promoting new policy, which requires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nd ecological well-being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resonating by
promoting animal husbandry green development practices actively and obtain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parts of Inner Mongolia have become the pioneers in innovating policy and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animal husbandry green development by conducting coordination in arming-animal husbandry
and grass-animal husbandry, supporting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swine waste, and putting forwar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in the grassland areas. These exploratory practices provide case worthy
observations for deepening the promo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as well as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Animal husbandry; Gree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of cropping-livestock;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swine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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