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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市领导干部到研究院观摩

 研究院第五次工作会议总结安排半年工作

 青贮玉米地面堆贮技术规程

 工作简讯

中卫市领导干部到研究院观摩

7 月 1 日下午六时许，彩霞辉映。中卫市委集中观摩促评海

原县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的 40多名领导离开华润五丰高端肉牛全

产业链精深加工等项目工地，来到研究院观摩。

在市委常委、海原县委书记徐海宁，研究院首席专家昝林森

的陪同下，观摩团在研究院办

公楼展板前听取孙占宏副县长

对全县草畜产业布局、高端肉

牛“6+1”体系建设汇报，王永

军副县长在一楼大厅介绍了研 市委何书记等观摩团领导听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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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情况，引导观摩了正在开展的科技培训、科学实验，观看了

《海原新牧歌》短片。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何健强调要充分发

挥科技在支撑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宁夏西海固高端牛产业研究院由海原县政府，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华润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是为海原县和华润肉牛全产业

链开发提供技术支撑的创新型科研机构。何健书记十分关心研究

院的建设，去年 6 月曾到研究院调研指导。这次何书记兴致勃勃

地观摩研究院的每个环节的工作，驻足动物营养学实验室，仔细

观察正在进行的肉牛饲料瘤胃体外发酵实验情况，详细询问了实

验目标与作用，鼓励科研人员加快饲草料开发，加快科研成果转

化，为加快高端肉牛产业发

展贡献力量。在肉品质分析

实验室，朱杰教授介绍正在

进行的是对华润屠宰牛肉做

品质分析，引起领导们兴趣，

何书记详细查看了有关数据，询问评价标准、评价结果。朱杰教

授说从已经检测的数据看，华润育肥牛肉品质上乘，科学分割加

朱杰向何书记介绍华润牛肉品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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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够达到高端水平。何书记听到后非常高兴，对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专家和科技人员扎根海原，助力当地高端肉牛产业开发和脱

贫攻坚及工作成效表示肯定。他叮嘱研究院工作要与产业结合，

与当地科研队伍结合，在服务高端肉牛产业发展和培养科技队伍、

乡土人才中发挥作用，并表示将为研究院培养博士、博士后等高

端人才提供更大的支持。

研究院第五次工作会议总结安排半年工作

7 月 1 日下午，国家肉牛改良中心主任、研究院首席专家昝

林森教授主持召开了研究院第 5 次工作会议，对研究院上半年的

工作进行总结，并安排部署了研究院下半年的主要工作。海原县

政府副县长王

永军出席，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

江中良等驻点

专家及科研人

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永军对上半年主要工作进行了梳理通报：①研究院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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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主要负责人和科研人员战胜新冠疫情造成的重重困难，春节

后于 2 月初到达工作岗位，在隔离期间谋划编制 2020 年科技服务

项目，及时报县委、县政府领导审定，目前项目任务分配方案也

已制定，主要项目和一些时令性强的项目已进入实施。②根据县

上总体安排和要求，结合项目实施开展了“一牛一策”专项活动，

已经进行 6 镇 16 个

村 100 多个养殖户

适繁母牛排查工作，

350多头难繁母牛得

到及时检查处置。此

项工作受到群众欢

迎，得到了县上的肯

定；③在牛的繁殖技术推广上，已经完成了同期发情（发情率100%），

定时授精（3 次受胎率 51%）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该技术已具备推

广条件；④在肉牛育肥技术上，通过体外发酵试验，5%预混合饲

料开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⑤在饲草料方面，用于青贮实验的甜

高粱、高丹草已经种植到位，富硒草种植试验虽然受到干旱影响，

但已采取补救措施，科研仍可继续开展。⑥已经向县上提交海原

昝林森教授等专家到华润屠宰项目车间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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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肉牛品种改良方案（建议稿），以西安镇智通合作社为主的杂交

改良严格按方案如期推进，通过去年发情试验培育的西-安杂交一

代牛犊即将出生，正在为后期试验做准备；⑦研究院通过建微信

工作群和服务群，

及时向干部和群众

实时编报研究院工

作动态和技术服务

信息，开展在线咨

询服务，指导解决养

牛问题。

昝林森教授对研究院今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概括总结，他指

出，面对突入其来的新冠疫情，科研人员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担

当，克服交通管制，人员隔离等诸多困难，从通过信息远端指导

服务到带头复工复产，在确保健康安全的同时积极主动作为，为

减少疫情损失、服务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认为，特别是前段

工作中回应县上要求，我们调整工作方略，加强科研力量，积极

跟进服务县上草畜产业布局、肉牛良种中心项目策划等重大工作

部署，组织专家及时编写方案建议，贡献西农智慧。同时深入开

研究院专家在富陵村开展肉牛养殖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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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牛一策”专项行动，统筹科研力量，集中解决干部群众关

注的突出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王永军副县长及院领导带

领和大家努力下，品种改良、饲草开发有了可喜收获；疾病防控、

技术培训等工作进展良好；研究院管理和科研创新水平进一步提

高；科技厅和人社厅两个项目已经批准实施。他要求科研人员要

重视克服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努力把向好的局面保持好、发

展好。

昝教授强调，今天下午，中卫市领导在建党 99 周年这个特殊

的日子到院观摩，足

显研究院对中卫、对

海原高端牛产业发

展的意义及各级领

导对我们的期望。他

要求科研人员认真

学习习近平同志前不久在宁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不负众望，

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气，争扛工作重担。他说，我心依旧，情

寄科研，大家要有雄心壮志，善于学习，努力实干，为社会服务，

做接地气的科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来发挥作用。要注意

研究院技术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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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研究、跨学科研究和与牛产业相关的政策研究，力求为各级

政府和养殖企业、养殖农户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服务。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 2020 年科技服务项目实施任务分配方案。

昝教授对研究院下半年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主要强调：一是要

求补充资料，积极配合验收工作，抓紧落实 2019 年项目验收和经

费补全。二是要很快完善材料，抓紧今年项目报备审定及启动经

费的落实工作。三是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华润全产业链发展，科技

项目要适当向华润倾斜，发挥龙头示范引领作用。四要抓紧项目

实施。院领导要加强统筹组织，协调推进；各项目主持人要切实

负责，严格按规范要求编制方案，按预定计划推动实施。一定要

按项目设定的内容、标准和时限要求实施到位。要注重实效，粗

中有细，眼里有活。要

进行科学记录，做好分

析，形成论文、报告等

研究成果。五要加强科

研项目管理，提高科研

管理水平。健全项目

责任制、督查通报制、结项考评制等相关制度和办法，不断创新

研究院专家参加富陵村七一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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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六要做好科研成果、科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组织科

研人员编写海原高端肉牛产业系列资料，出画册、出年报，丰富

服务内容和载体，搞好宣传推介，不断提升研究院知名度和影响

力。

青贮玉米地面堆贮技术规程

一．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全株玉米进行地面堆贮的原料准备、设施准备、

场地准备、堆贮技术、取用、品质评价等的技术规范。本规程适

用于全株玉米和秸秆青贮玉米。

青贮玉米是指经过选育用于全株刈割青贮，饲喂牲畜的青贮

型品种，有别于生产籽粒或其它型玉米品种。

地面堆贮是指在不透气的平地上（泥地或水泥地），堆放加工

切碎后的青贮料，压紧、覆盖薄膜，四周密封，经过乳酸菌发酵，

用于长期保存作饲料用途的青贮玉米。

二．原料准备

刈割时期：在蜡熟期整株含水量为 65%～68%时刈割为宜。青

贮玉米也可乳熟期刈割，但此时干物质产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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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熟期判定：用手按玉米棒籽粒无乳汁流出，此时已达到生

理成熟期，这时玉米干物质产量最高，养分含量消化率较高。含

水量以 60%～70%为宜，65%～68%为最佳含水量。

三．设施准备

宜采用青贮联合收割机或青饲料揉切机，或滚筒式铡草机、

圆盘式切碎机等机具。

应采用无毒的农用聚乙烯薄膜、醋酸乙脂薄膜等，厚度应大

于 12 丝，长于拟进行青贮的青贮堆边长 2m。通常两色（外黑内

白）薄膜，当用白色薄膜时，应采取遮光措施。在堆的四周采用

适宜压紧的材料，如河沙、沙袋、石块或废旧轮胎等。

四．场地准备

一般要在地势较高、地下水位较低、排水方便、无积水、土

质坚实、制作和取用青贮料方便的地方。

有条件的，可以修建水泥地坪，地坪高出地面 10cm～20cm，

用混凝土制作（200 号混凝土），混凝土厚 15cm～20cm，地面有

一些坡度以便于排水，面上抹平，并经防水处理。四周挖排水沟，

保证排水良好。也可将泥土地面平整压紧，四周挖排水沟，防鼠

打洞，其规格同水泥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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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堆贮技术要点

揉切：按机械操作要求进行青贮玉米的收割、切碎，保证切

碎质量。揉切规格要求全株玉米揉切成 1cm～2cm 长的片状物，

将玉米棒的玉米切破。

堆压成形：堆贮时间最好选择在晴天进行，切碎后应及时逐

层装填、堆压，每一堆加工、装填、堆压的时间不超过 2 天，装

填完后将青贮堆整理成形，整平表面，进行一次整堆性镇压， 在

装填、整理过程中应注意在青贮玉米堆的四周边缘留 1m 左右的

地坪做密封压实区。

青贮堆的大小：大型：高 2m～3m、长 30m～40m、宽 2m～10m，

容量 800m3～1400m3。宽度视饲养牲畜数量而确定。牲畜数多则宽

度较大。小型：堆积容量在 100m3 以下。

密封：将准备的整块薄膜覆盖、压紧在整平的青贮玉米堆上，

并且在青贮玉米堆四周留 1m 左右的薄膜，使薄膜直接接触地面，

用 30cm～40cm 宽，10cm～15cm 厚的河沙压紧，达到密封。

压实：在塑料薄膜的外层用彩条布覆盖，其上用沙袋、石块、

废旧轮胎等盖压，防止鸟食、鼠害。

管理：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检查薄膜有无破洞，如有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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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及时用不干胶带封补。

六．取用

青贮时间：一般应青贮 30 天，才可开封取用。

取用要求：开封时，从一边打开薄膜，按打开处横截面逐层

取用。若表层有霉烂，应清除霉烂部分。

封闭要求：每次取后应及时拉回薄膜密封取用部分，减少空

气透入和雨淋日晒，同时，一旦开封取用后的青贮堆，应坚持每

天连续取用，直至取用完整堆料。防止二次霉烂，减少损失。

工作简讯

▲6 月 3日，王永军、林清、王思虎、陶壮壮前往苍湾村、

辽坡村为合作社和养殖大

户开展肉牛养殖技术指导，

并就落实肉牛养殖试验示

范基地、建立肉牛科技示范

村等内容协商洽谈。

▲6月 4 日， 王永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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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田秀娥、于胜晨在西安镇调研高丹草生长发育情况，在史

店乡肉牛养殖合作社开展肉牛养殖技术指导。落实开发粪污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

▲6 月 9 日，王敬师、朱熙

春前往史店乡苍湾新村高端肉

牛养殖园区调研基层畜牧技术

服务网络建设情况。

▲ 6

月 10 日，王永军、王思虎、于胜晨到海原

县肉牛屠宰厂采集瘤胃液，用以开展牛人

工瘤胃体外发酵试验。

▲6 月 12 日，王永军、林清、

田秀娥前往贾塘华润肉牛繁育基

地开展肉牛养殖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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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 日，王永军、林清在三河镇养殖大户开展肉牛养殖

调研和技术服务工作。

▲6月 17

日，王永军、林清、梅楚刚在三河镇富林村现

场调研肉牛养殖园区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指导。

▲6月 23 日，王永军、田秀

娥、陶壮壮在史店乡肉牛养殖

合作社，安排指导肉牛快速育

肥和牛粪无害化处理技术示范

推广项目。

▲6月 29 日，王永军、朱杰、高永芳、魏慧娟观摩海原五丰

屠宰精深加工 6 万头牛生产线项目试产，了解屠宰加工生产工艺，

指导试产车间屠宰分割牛

肉取样，并带回研究院对

肉品质相关指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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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肉牛生产和牛肉加工提供指导和服务。

▲6 月 30 日，江中良、田秀娥、林清在海原智通养殖专业

合作社对试验母牛进

行 B 超孕检，评估母

牛同期发情与定时输

精技术试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