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始县草食畜牧业调研报告 

 

摘要:通过对建始县草食畜牧业的专题调研，基本摸清了建始县草食 畜牧业的

发展现状，系统分析了建始县草食畜牧业的的发展潜力和 制约因素，科学提出

了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状大草食牧业的对 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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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畜牧业是建始畜牧业的组成部分。历史上 草食畜牧业有过辉煌

的成就。在品种上，牛属恩施山 地黄牛系列;羊亦属于宜昌白山羊。均适宜本

地的物 候条件，抗病力强，适应山地放养。由于生产体制的 变革，农村土地

承包，大牲畜牛、马大集体拥有的生 产资料化分为千家万户所有。土地流转、

劳动力转移、养 牛不如租牛划算，种地不如打工赚钱。传统的粗放的饲养 方

式不能获利，现在少有年轻人专门喂养牛羊，草食畜牧 业生产大幅下降。近年

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把草食 畜牧业作为发展方向和突破口。通过近十年

来的努力，牛 羊生产有所回升，但仍无法达 5 呖史的最好水平。为了摸 清清

况，我们开展了深入的调查。 

1 建始县草食畜牧业的现状 

建始县草食动物的饲养历史悠久，最初是以牛、 马、骡、驴等役用

大家畜的饲养为主，山羊只是作为 家庭副业有少量养殖。改革开放以后，自上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建始县草食畜牧业受到体制 和经济效益的双重

制约，在畜牧产业中的比重逐步 失衡，是整个产业中的短板。1997-1999 年的

3 年时 间,建始县草食畜牧业迎来发展高峰，山羊养殖的主 导地位得到进一步

确立,年饲养量曾一度高达 37，6 万只，农户户平均词养 3〜4 只，年出栏最高

达 16. 5 万只。至 2012 年牛出栏 63 万头；山羊出栏 18. 84 万只。在养殖小

区建设、专业合作组织等方面均有了 一定的成效,共建成肉牛养殖小区 3 个，

肉羊养殖小 区 30 个，培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1 个，羊养殖专业 合作社 2 个，

建成牛羊交易市场 3 个，为草食畜牧业 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纵观全

县草食畜牧 业的发展，主要呈现两个方面的特点： 



 

1. 1 政府强力推动草食牧业的发展 

建始县委、政府高度重视草食畜牧业的发展，早在 1995 年,全县就提

出“稳定发展生猪产业，突破性 发展草食畜牧业，大力发展家禽业”的发展思

路，将 草食畜牧业纳入全县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 并分别列入“九五”、

“十五”、“十一五”全县畜牧产业 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县畜牧兽医局先

后成立有 草地牧业工作站(草原监理站〕等专门机构和饲料草 原股等内设股室，

专门负责抓全县草食畜牧业工作， 

从政策引导、系统配置和组织领导上,给予了强有力 的支持。统计显示，近几

年，全县以牛羊养殖为主的 草食畜牧业的年综合产值平均占到畜牧业总产值的  

4 少 0左右，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1.2 新技术的应用催促草食牧业生产(上）引入新品种。目前，全县草食动物的

饲养品 种主要是牛和山羊，马、骡等大家畜的饲养已很少 见，兔、鹅、梅花

鹿等特种草食畜禽的养殖在少数地 方有零星分布。为了切实改良本地牛羊品种

生长周 期长、肉用性能不高等缺点，提高经济效益，建始县
1
 先后引进西门塔

尔牛、鲁西黄牛、秦川牛等一批肉牛 品种和波尔山羊、南江黄羊等肉羊品种，

在很多地方 建立民间配种站和人工授精站，全力实施牛羊品改 工程，试验推

广牛“西本”、“夏本”、“鲁本”等二元杂 交和山羊“波本”、“南本”二

元杂交及“波南本”三元 杂交等杂交组合。 | 

(之)推广新技术。先后普及了牛冻精配种、山羊 人工授精技术，实施了山羊

“一推三改\推广四季驱 虫和春秋两季防疫注射，改野交乱配为选种选配，

改 | 土圈为楼式羊栏,改粗放饲养为精细饲养)、“三贮一 化农作物秸秆的

青贮、干贮、微贮，氨化〕等技术改| 良工程，开展了牛羊舍饲、半舍饲等

新技术试点示 范。全县各地牛、羊养殖已基本摒弃了传统落后的养 殖方式，

专业化、规模化饲养水平大幅提高。2012 年,全县年出栏牛 5头以上的养牛

大户（场)达到 70 户，年出栏羊 30只以上的养羊大户（场）达到 189 户。

调查显示，各养殖场户的栏圈建设与饲养管理水 平与几年以前还普遍存在的



 

脏、乱、差、环境破坏大； 相比，进步十分明显，特别是各规模养牛场,栏圈

建 设水平都比较高，不仅达到了宽敞、明亮的基本要求，在饮水、通风、供

暖等设施配备上都比较完备，绝大部分都采取了全舍饲养殖，不再放牧，实

现了 自繁自养和全进全出；山羊养殖上成功推广了楼式 羊舍，普遍采取夏

放冬收的半放牧半舍饲模式进行词养。 

^示范新模式。近年来，为了加快草食畜牧业的专业化、标准化发

展步伐，全县通过示范引导，先后在茅田、龙坪、高坪、三里、花坪等乡镇

大力推广 牛、羊的标准化养殖模式，至 2010 年底，成功培植 “1235”养殖

模式示范户 139 户，牛“165”养殖示范 户 18 户，其中山羊“1235”模式（建

设 1 栋标准化羊 舍，饲养 20 只能繁母羊，种植 3 亩优质牧草，当年 出栏

商品羊 50 只久年收入可达 1 万元以上，牛 “165”模式（建 1 栋标准化牛圈，

喂 6 头母牛，年出 栏商品牛 5 头〕，年收入可达 1.2 万元以上。这两种 养

殖模式，规模适度，投资要求不高，收入可观，容 易为普通农户接受。从

目前示范的情况看，很受欢 迎，带动作用明显，一些刚起步的牛、羊养殖

农户基 本上都是釆取这两种模式，部分己经发展到一定规 模的养殖户，最

初也是参照这两种模式发展逐步滚 动壮大起来的。 

2 生产中的问题和矛盾 

(丄)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在草食动物养殖上政 府缺少实实在在的

支持。雷声大雨点小。规划多，落 实的少。最主要的原因是草食动物在畜

牧产业中所 占比例小，不能算大宗产品，不会影响国计民生，不 会影响社

会稳定。往往停留在规划和宣传上。政府 在发展草食牧业要加大支持力度。 

^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目前，建始县草食动 物的“三群一站”

良种繁育体系还极不健全,没有较 为正规的种畜场，牛、羊的核心繁殖群极

度缺乏，生 产用种畜长期依赖从外地引进，由于成本高，不能 大量引进，

使全县在优质种源的供应上严重不足, 使牛、羊的品改步伐受到制约，长此



 

以往，必然影响 到草食畜牧业和生产发展。 

3 加快草食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科学定位发展方向，优化产业布局 

〔0 基于山区特色优势，定位于发展生态养殖。 目前，畜牧产业

中草食牧业所占比例微小，产区草 食动物存量有限,没有市场份额。建始地

处武陵山 脉和山山脉的交汇处，森林覆盖率高，气候宜人， 环境优美，草

料丰盛。具有十分显著的“原生态”区 位优势。我们要切实利用好这一优

势来挖掘建始草 食畜牧业的特色，从生态、绿色上大做文章，推出具 有建

始特色的生态草食畜牧业。让建始的牛、羊走 出大山，走进大都市，走进

人们的生活。 

^基于本地实际，定位于适度规模化发展。受 投资能力等因素影

响，只能依靠适度规模发展来实 现整体规模效应。与些同时,为了更好地达

到整体 规模效应，可以大力发展小区化养殖，将小规模养 殖户（场）进行

有机联合，联小成大，实行统一生产 经营，不仅实现资源共享，一定程

度上可以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3.2 切实注重科技推广，提高生产水平 

〔0 继续加强养殖新技术的推广。大力推广标 准化养殖技术，普

及标准化栏圈，加大牛羊舍饲养 殖、短期育肥、发酵床养殖等技术的推广

应用，在有 效提高改进生产方式的同时，要用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来解决好

资源消耗过高、利用率低的问题，提高 综合生产水平和效益。 

^加强饲草加工技术的推广。要着力研究牧 草贮藏、加工技术，

引进相关草料加工设备，进行精 细加工，变草为料，提高利用率。广泛推

广农作物秸 秆“三贮一化”加工，继续推广建设青贮窖、氨化窖 等基础设



 

施，转变秸秆利用方式，减少农作物秸秆 的浪费。 

3.3 推行适度规模养殖，转变生产发展方式 

小规模适度养殖是由散养到规模养殖的过度 转接方式，是防范市

场风险和疫病风险的最有效方 法。有利于推行科学养牛养羊，规模养殖薄

利多销， 就有利可图，但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这几年建始 县涌现了一些

有识之士在市场中寻找商机，大胆偿 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以他们的

聪明才智和胆 识引领建始草食畜牧业前行，在未来建始县草食畜 牧业建设

中必将行成中坚。 

长梁乡陇里村黄明文，2008年投资近 100万 元，修建牛舍 500111
2
，

当年从河北引进夏本、西本、海 本杂交牛 80 头，每头成本 3000 元,饲养 8

个月，头 平均收入 8000 元，头平均成本支出 3000 元，每头 盈利 2000 元,

盈利 15 万元。2009 年引进 180 头，头 平均成本达 6500 元。由于数量增多，

饲养密度加 大，发病增多，死亡增加，饲料、药物、人工等费用也 随之增

加。洪水冲走 9 头肉牛和部分栏圈，亏损近 50 万元。 

茅田乡瓦渣坪村 2 组的黄超，全家 3 口人, 2012 年饲养波南本山

羊 880 只，出栏 500 只，现金 收入 37 万元;草食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

1000/。。 

全县草食畜牧业发展，以传统品种、技术、方式 为主，科技支撑严重不足，

科技在草食畜牧业中的 贡献率较低，如大量釆用超数排卵、胚胎移植等技 术;

普及“1235”模式养羊、“165”模式养牛等育种技术;利用现代草地改良技

术，推广“三贮一化”秸杆 技术,将更有效地增加畜农的经济效益，大大提

高 建始县草食畜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