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草地畜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搞要：现代畜牧业是内蒙古畜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简述了现代畜牧业的内

涵与特征，并阐述了发展现代畜牧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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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0 0 2 年1 2 月2 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草原法》第一章总则中的第一条就明确指 出为了保护、

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生态环 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现代畜牧业,促进经济和 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发展现代畜牧业是合理 利用草原，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

样性的有效 途径。通辽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 地。通辽市“十二五〃

畜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 出:“牲畜存栏20 0 0 万头只，其中牛30 0 万头、羊存 拦

1 0 0 0 万只，建设人工草地50 0 亩”的宏伟目标。 这些草食家畜的大幅度增加必将

需要大量的饲草。 按着“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规模计算，至少需要50 0  万I 饲草。

但当地的饲草生产能力很差，大部分养 殖户仍以秸秆等劣质饲草为主。优质饲草短缺已

成 为 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当地政府亟待 解 决 的首要问题。 

但关于现代畜牧业的概念、内涵、特征等的认 识，目前我国仍处于逐步深化

的过程中，尚未形成 统一认识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如何衡量和评价现代 畜牧业发展进

程,也缺乏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和具 有实用价值的指标体系，更谈不上实现现代畜牧 

I 现代畜牧业内涵及特征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相对于传统畜牧业而提出 的 代表当今畜牧业发展水平的

综合性表征。从概念 层面上可以理解为，现代畜牧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 装备畜牧业，

用产业化发展的思维经营畜牧业，通 过对传统畜牧业的全面、根本的改造，促使畜牧业 

向高产、优质、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的一种手段。 经营主体通常是一个团体或企业。 

从广义上讲,现代畜牧业内涵应包括畜牧业运 行机制市场化，生产、决策、

管理的科学化，生产经 营产业化，生产方式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加工技术 规范化、

标准化,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安全化，生产 服务网络化、社会化，资源利用合理化等8

方面的特 征，戴健等构建了现代畜牧业指标体系。但由于不 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不同，现代畜 牧业的衡量标准也有着时代特征。现代畜牧业的经 营主体具

备以下特征。 

1. 1 经营要规模化、生产要专业化 

传统的畜牧业主要是以个人或农户为经营主体 的分散经营为主。不仅生产

出的产品规格、质量不 统一，产品生产量少，没有市场竞争力。规模化经营， 在生产

过程中能够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和现代化技 术，生产与加工要按着一系列的标准来完成，

操作规 范，不仅能提高生产力，生产出的产品规格、质量能 够统一，从而提高市场竞

争力。市场取决于产品的 质量，而质量取决于经营者智慧。因此，高度的专业 化是现

代畜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2 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先进科学技术应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现代 化的硬件条件丨即用先进的生

产工具和设备装备经 营主体，用现代工业生产流水线代替传统的人力和 有机能源。应

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实现畜牧业生产 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 一类是现代化的软件条件，即广泛应用现代生物技 术指导改良畜禽，控制疾病，实

现畜禽良种化,进而 保障既安全又有质量的产品。 

1. 3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一个生产加工型企业通常有原料供应,加工生 产、产品销售等生产链，加工企业也包括

乳制品、肉 制品、纺织品等多种上下游行业。而专业化经营往 往在某一个生产链上，

经营现代畜牧业是以国内外 市场为导向，以降低成本，提高综合经济效益为目 标，围

绕多个相关产业，组织众多主体参与，形成工 农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村经济的

经营方式 和产业组织形式。畜牧业产业化的实质是通过以组 织化或契约化的形式，把

分散的小生产商组织起来, 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将产前、产中、产后组成一个完

整的产业链，公司与牧民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享的共同体，使畜牧业成为高度专业化、

高附加值 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实现畜牧业的专业化、 社会化、商品化生产。 

1.4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要发展现代畜牧业，首先要提高畜牧业的生产 力，在当今的经济条件下，

要想大力发展畜牧业,就 要具备科学的管理方法及先进的技术水平。而在生 产过程中具



有先进水平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畜牧业 现代化的极其必要的条件之一。总之，企业管理

的 现代化包含思想、组织、方法、手段及人才五个方面 的现代化。进行畜牧业现代化

的管理，首先要从思 想上重视，要有全球的观念，不要固步自封、目光狭 隘，要树立

全球观念，使得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满 足国际上市场的要求，要尽量消除技术上的壁

垒，为 企业创造 大的价值。企业管理组织现代化，具体 实施主要表现在企业组织趋

向结构扁平化，决策分 散化，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的效率，加强企业的竞争 力。新的

管理方式也是层出不穷的，如客户关系管 理(⑶吣、企业资源规划迮即)等，新的管理方

式的运 用，为企业增加了新的活力，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生 产的效益。企业管理的现代

化还要求管理的现代化， 要求企业拥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具备先进的理念，过 硬的知

识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2 草产业及草地畜牧业发展 

草地畜牧业是天然草原为放牧地、以草原植被 为主要饲料的草地畜牧业经

营方式，是内蒙古畜牧 业的主要特色，也是内蒙古畜牧业的优势。草地畜 牧业由于靠

天吃饭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盲目追求数量 的结果，不仅导致草地退化，草地畜牧业的竞争

力也 逐年下降，由数量不足转变为质量不优和效益较低 成为内蒙古畜牧业的弊病。草

地畜牧业是增加农民 收入的主要途径,容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此，草 地畜牧业可视

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现行领域。为了 改善调整草地畜牧业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促进奶 

牛和肉牛产业的迅速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 提高饲草生产与供应能力，

发展饲料加工业 优质饲草供应是从放牧型畜牧业转变规模化经 营的物质保障，是发展

现代化畜牧业的前提。只有 足够的饲草才能正常运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才能 保障

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统一。但目前我国优质牧 草的生产量很低，标准化经营的饲草基地

少之又少。 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区是我国优质牧草紫花苜 蓿的主产区，但近几年

的优质苜蓿加工产品年产量 不足50 万I，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直接堵 塞了畜

牧业规模化经营的粮道。据海关统计，2007 年进口苜蓿0，23 万1,2008 年猛增到 2，04

万1：， 2009 年进口 1 66 万1,2010 年己飙升到22.72^1：， 并且进口量逐年增加。

2011 年我国紫花苜蓿种植面 积近377 丨5 万匕1
2
，干草产量为2400 万I，其中商品 草

仅为50 万I。因此，要走规模化经营之路，首先保 障安全的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2008



年的三聚氰胺 事件，就是缺乏安全的优质牧草而引起的，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尽快建

设优质饲草基地，提高饲草生产能 力，发展饲料加工业。 

2.2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规模化经营进程 

 

现代畜牧业的 基本要求是经营规模要达到一 定的水准，分散零星的经营

模式无论如何做不到产 业化发展。而规模化经营的 基本要求是要有完善 的基础设施

和相关设备。但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入 成本很高,农户很难承担其费用，敢想而不敢为。

在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现代畜牧业发达国家，规 模化经营所需的基本条件通常

由政府提供。而我国 在技术设施的投资力度远远不够，零星分散经营格 局仍未改变。

仅靠禁牧、补贴等措施很难振兴现代畜 牧业的发展。 

2.3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增加科技投入，走效益型畜 牧业之路 

目前，现代生物技术、畜产品加工技术等高新技 术的广泛引用彻底改变了

全球农业的面貌。在国外， 畜牧业企业对饲料加工、生产环节特别重视，随着饲 料配

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科研人员对饲料配方 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营养成份及微量元素

的配置方 面，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我 国的大多企业，目前只

能研究在饲料数量上满足市 场的需求，然后才能针对不同畜禽的生理需要， 制定科学

的饲料配置。除此之外，畜群改良、畜 产品加工以及产品销售等需要科学管理，合理 经

营，提高经济效益。这些科学层面上的问题非 专业人士无法解决，需要专业部门的支持

和帮 助。信息化高速发展对新技术的交流、新产品的 推广等得到了空前的新机遇，推

动着现代畜牧 业发展进程⑺。抓住机遇发展地方优势产业，是 地方政府发展现代畜牧

业的突破点。 

！ 2.4 提高政府的筹划协调力度，辅佐“龙头”企业的 |崛起，带动产业

发展 

1   现代畜牧业经营是区别于传统畜牧业的有组 织、有规划的集约型生产方式。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是指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通过各种利益联结 丨机制与农户相联

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 I 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

 



经营指 1 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 ；截至2012 年，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多达 ；1253家。由龙头企业提供标准和技术要求，建立子 丨公司

或分公司，统一饲养管理、统一销售、统一品牌 ；运作,进而走工厂化、规模化、集约

化经营发展的道 I 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引进内蒙古大和牛业 ；有限公司，大

力推进公司化肉牛养殖和发展基础母 丨牛养殖基地（大户〉，釆用科学的111̂全混合日粮) 

；饲喂技术，为生产高端肥牛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青海省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进行了 丨农牧业集约化经营试点。在政府引

导和组织下，40 户̂农户自愿联合组成经营主体，并通过整合草场整 ！合牲畜方式扩大

改善生产基础条件，并采取“统一种 丨公畜管理、统一组建综合服务队、统一防疫工作、

统 

I 一饲草种植、统一销售畜产品”的“五统一”经营方式 ：开辟了集约化经营道路。

40户牧民试营当年的总经 ；济收入达到175万元，138 口人人均增收1046元。 

丨科学管理后草地植被恢复明显，草场载畜量从0丨 27 

^
2
/羊提高到18 ̂

2
/羊。 

2.5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地方标志性品牌，扩大影 ；响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农畜 丨产品的质量要求越

来越严格。今年来，市场份额较 :大的者名品牌、绿色产品、有机产品等无公害产品受 到

消费者的信赖。因此，畜产品加工企业要努力提高 产品卫生质量，大力开发名、特、优

新产品，并通过新 闻媒体宣传，尽快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有较高 知名度的名优畜

产品。 

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鄂尔多斯细毛羊”为 例，它被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认证为中国首 批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当地政府组建了“乌审羊毛” 协会,下设

15个分会丨共有会员5 000多生产户， 协会为广大细毛羊养殖户提供技术、资金、

人才和信 息交流等产前、产中、产后的一条龙服务。靠品牌闯 市场，依托品牌增效益

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