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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科技服务  助力牛产业强县建设 

今年以来，研究院围绕海原县委、县政府“一主三特+X”发展思

路和牛产业强县建设目标，认真实施高端牛产业发展规划，全力推进

科技服务工作。 

一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认真落实县委 3 月 3 日研究院发展座

谈会精神，进一步加强研究院领导班子建设，整合科研工作力量，改

进政校企合作机制，强化统筹协

调，适应科技服务需要，积极推

进研究院规范化建设。3月 23日，

首席专家昝林森召开视屏会议，

议定相关措施，安排分解今年科技项目及项目实施责任，任命项目主

召开视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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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明确了项目实施要求。在进一步调研、策划和制定方案过程中

结合实际需作了适当调整。首席专家坚持亲临一线检查指导，项目主

持人等科技人员逐级落实责任，促进了工作进展。 

二是精心谋划，制定方案。围绕县上牛产业发展年度任务和要求，

制定了研究院年度科技服务工

作计划，突出今年工作重点和急

需解决的问题，围绕高端牛产业

“6+1”体系建设需要，提出今年

项目建议，与县上反复对接确认

后，组织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分工协作，在进一步调研基础上针对性

的编制了科技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在王永军副县长、江中良常务副院

长组织下，开展了三次集中讨论，修改和完善，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

了评审，增强了科技服务项目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是充实力量，抓紧推进。新冠疫情对今年前期工作造成一定影

响，近期研究院利用高校放宽师生出行限制的有利时机，调整工作方

略，增加科研力量，日常驻点专家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研究生达到

10 人以上。王晶钰、刘超、林清、朱杰、田秀娥、赵春平、王洪宝、

贾存灵、梅楚刚等项目主持人带领科

研人员深入企业、农户调研指导，开

展技术培训，采集实验样品，推进项

目落实。目前，大部分任务重、时令

召开海原县牛产业科技服务项目研讨

会 

开展母牛繁殖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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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的项目已进入具体实施推进阶段。海原县肉牛品种改良方案（建

议稿）已提交县上，在智通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展的品种改良试验已取

得实质性突破；以“一牛一策”专项行动为主，相关的技术培训、发

情鉴定、人工授精、母牛生殖疾病防治、健康养殖等技术推广示范项

目深入开展，深受群众欢迎；育肥牛专用预混料开发已基本完成实验

室测试，进入实际验证阶段；跟进华润肉牛屠宰项目建成开业，开展

肉品质分析，配合进行牛肉加工工艺、高档肉保鲜包装工艺及材料研

究，积极服务华润全产业链发展，增强海原高端肉牛产业先发优势。 

 

研究院首席专家昝林森教授组织跨区域调研 

7 月 1 日-2 日，首席专家昝林森教授带领研究院科研人员先后到

海兴开发区华润五丰高端肉牛全产业链精深加工项目、三河镇科技服

务重点村富陵村、“宁南地区优质肉牛选育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实施单位固原市富民农业科技限公司和固原市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调研。 

在华润五丰项目屠宰车间，昝林森教授等视察了屠宰设备和试产

情况，对华润全产业链开发的思路和

举措充分肯定，安排研究院从事牛肉

产品研发方向的专家级相关研究生，

积极主动跟进服务华润五丰肉牛全

产业链精加工项目。要求朱杰教授聚
调研指导海原华润五丰肉牛全产

业链精加工项目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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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牛肉加工工艺、牛肉食品研发，挖掘当地传统工艺和丰富的民族饮

食文化，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组织更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攻关，

加强技术研发和消化创新，为华润牛肉产品品牌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贡献专家智慧和力量。 

在三河镇富陵村调研期间，适逢村党支部举行“七一”主题党日

系列活动之一的拔河比赛，盛情之下昝林森教授及科研人员应邀与干

部群众进行了热烈、友好的拔河赛，一比一握手言和。昝林森教授鼓

励干部群众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多养牛，养好牛。要求研究院专

家多交农民朋友，常到一线指导服务，解决实际问题，逐步把富陵村

打造成高端牛产业示范村。 

在固原市两个养殖企业调研中，昝林森教授指出，宁南山区各县

区有相近的自然资源禀赋，有趋

近的产业发展取向，产业和服务

体系可以兼容互补。要求研究院

专家要高瞻远瞩，注意掌握各地

信息，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比较

研究，优化我们的工作方略，进

一步提高科技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科技引领，逐步把海

原县打造成高端牛产业聚集中心，把研究院打造成高端牛产业科技服

务中心，为西部地区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出席“宁南地区优质肉牛选育改良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推进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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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军副县长，江中良、林清、刘超、朱杰、赵春平、梅楚刚、王

思虎等科研人员先后参加调研。 

 

研究院科技助力关桥乡牛产业发展 

7 月 21 日，为发挥研究院功能、扩大科技服务辐射范围、加快促

进海原县牛产业发展，海原县副县

长、研究院专家王永军带领研究院

科技人员在关桥乡调研指导，并出

席乡党委书记马海燕、乡长郭建伟

召开的关桥乡牛产业发展座谈会。  

座谈会上，马海燕书记介绍了关桥乡牛产业发展状况、肉牛养殖

园区建设布局概况及发展牛产业的设想，指出制约当地发展牛产业的

短板问题。研究院专家分析牛产业发展趋势和面临问题，对关桥乡肉

出席关桥乡牛产业发展座谈会 

研究院驻点科研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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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养殖园区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强调建设养殖园区要充分考虑饲养

规模、运行模式和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等诸多因素。 

期间，在马海燕书记和郭建伟乡长等的陪同下，研究院专家考察

了关桥村肉牛养殖大户、关桥乡脱场村饲料加工厂，专家认为关桥乡

建设饲草加工配送点的做法值

得推广，这种社会化服务不仅

节省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还

能够带动更多的养殖户扩大养

殖规模，增加经济收入。王永军

副县长和研究院专家表示将积极支持关桥乡牛产业发展，全力提供科

技支撑，护航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研究院专家赴盐池县考察柠条饲用转化技术 

7 月 29 日，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王永军组织研究院专家

林清、九彩乡乡长陈冬子、副乡长

罗贵、海原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田小武及相关企业（合作社）负责

人等赴盐池县考察柠条饲用转化

技术，盐池县副县长李国强、自然

资源局局长蒋刚、副局长李永亮及相关企业(合作社)负责人陪同考察

调研。 

现场指导建设饲草料加工配送点工作 

考察盐池县春浩林草产业专业合作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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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期间，王永军副县长就地组织研究院专家同海原县自然资源

局、九彩乡政府及相关企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就柠条饲草料综合开发

利用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和安排，拟由研究院提供实施方案和技术指

导，县自然资源局和九彩乡政府落实柠条刈割，选择有条件的企业实

施柠条饲草料化开发利用试验示范工作。这次考察学习为海原县柠条

刈割、饲草料开发等综合利用技术的集成与推广获取了宝贵经验。 

 

高度关注牛结节性皮肤病传染信息 

未雨绸缪做好预防工作 

近期以来，在我国南方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浙江等地已有

关于牛结节性皮肤病发生的信息报道。该病主要通过节肢动物传播，

一般认为蚊子、咬蝇、雄虱在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目前正值蚊

蝇盛行的高温季节，具有高度传播性，应引起高度重视，有关方面应

密切关注疫病传播信息，提早做好预防安排，严防疫病传入，确保养

殖安全。 

一、认识牛结节性皮肤病的特点和危害 

牛结节性皮肤病是由痘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慢性传染疾病，但

未发现传染人的病例。主要临床特征表现为病牛发热、消瘦，淋巴结

肿大，皮肤水肿、局部形成坚硬的结节或溃疡等，患病牛是该病的主

要传染源。该病毒自然感染的潜伏期 14～35 天，存在于病牛的皮肤

结节、肌肉、血液、内脏、唾液、鼻腔分泌物及精液中，病牛恢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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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带毒 21 天以上。该病毒主要通过节肢动物进行机械性传播，也可

通过饮水、饲料或直接接触而传播，因而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该

病发病率通常为 2%～20%，个别地区达 80%以上；死亡率通常为 10%～

20%，有时达 40%～75%。 

二、掌握牛结节性皮肤病临床症状 

被感染的患病牛体温升高可达 40℃以上，呈稽留热型并持续 7天

左右。初期表现为鼻炎、结膜炎，进而表现眼和鼻流出黏脓性分泌物，

并可发展成角膜炎，肉牛增重降低。主要特征是病牛体表皮肤出现硬

实、圆形隆起、直径 20～30 毫米或更大的结节，界限清楚，触摸有

痛感，一般结节最先出现于头部、颈部、胸部、会阴、乳房和四肢，

有时遍及全身，严重的病例在牙床和面颊内出现肉芽肿性病变。皮肤

结节位于表皮和真皮，大小不等，可聚集成不规则的肿块，最后可能

完全坏死，但硬化的皮肤病变可能持续存在几个月甚至几年。有时皮

肤坏死最后形成硬痂，脱落后留下深洞；也可能因蚊蝇叮咬产生继发

化脓性细菌感染和蝇蛆滋生。 

三、做好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预防 

按照预防为主的总体要求和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

感牛群的原则，针对性的完善《畜禽疫病应急预防方案》，修订《牛

结节性皮肤病预防方案》，进一步落实疫病监测、防控、速报、应急

责任，整建应急队伍，进行业务培训，动员各级组织、养殖企业和协

会提高防范意识，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预防和应急处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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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严把购进牛入境管理。对购进牛除依照入境管理条例执行外，

发现有疑似病例应立即确诊，不得延误。 

二要对确诊病牛果断处理。对确诊病牛应立即扑杀并进行无害化

处理。 

三要加强环境控制。对牛圈舍、运动场的粪污、饮水槽等及时清

理，整体消毒，灭杀蚊蝇。对牛外体用 5%敌百虫喷雾和除癞灵身上涂

抹，防止蚊虫叮咬。 

四要增强牛群免疫力。可采用黄芪多糖、电解多维、维生素 C 等

自由饮用，增强免疫力。 

 

工作简讯 

 7 月 3 日，王永军、田秀娥、梅楚刚、高永芳、陶壮壮、

顾祝荣等科研人员前往九彩乡七彩养殖专业合作社指导肉牛养殖

工作。后赴贾塘乡堡台村亘牛农

牧专业合作社开展肉牛配合饲

料制作、能繁母牛同期发情等关

键技术指导工作，向合作社免费

提供节本增效饲料配方，现场指

导青贮饲料加工技术，为该合作社解决饲料成本高、经济效益差等

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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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9 日，王永军、林清、田秀娥、王思虎、陶壮壮等科

研人员赴西安镇测查试验牧草生长管理情况。

在智通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展肉牛高效养殖技术

试验示范与推广服务工作。 

 7 月 13 日，王永军、田秀娥、王思虎等科研人员在海原

县亘牛农牧专业合作社采用进口法国 GD 西

门塔尔种公牛冷冻精液对现有西杂母牛开

展级进杂交改良以期为今后经济杂交建立

基础母牛群。 

 7 月 19 日，王永军主持召开“犊牛培育关键技术研发集

成与示范推广”科技服务项目研讨会。王

丽云分别从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试验材

料与方法、预期结果和研究可能存在的难

点等四个方面对该项目作了详细介绍。 

研究院专家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剖析，提出指导意见。林清、朱杰、

刘超、赵春平、贾存灵、梅楚刚及科研人员等 19 人参加会议。 

 7 月 20 日，王永军、江中良、林清、刘超、朱杰、赵春

平、贾存灵、梅楚刚及科研人员等 22 人前往西安镇智通养殖专业

合作社和宁夏高原牧歌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开展“犊牛培育关键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推广”和“育肥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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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有害成分快速检测技术示范与推广”科技服务项目衔接和实

施工作。 

 7 月 27 日，江中良主持召开研究院工作例会安排部署近

期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服务项目推进实施工作的阶段性安排。

要求在院专家及科研人员放弃节假日休

息时间，组织开展科研试验和技术服务，

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王晶钰、林清、

朱杰、刘超及科研人员等 21 人参加会议。 

 7 月 28 日，王晶钰、林清、朱杰及科研人员等 5 人赴新

牛养殖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工作，对该企

业开展肉牛引进、疫病防控和产业发展

规划进行技术指导，并与相关负责人就

科技合作事项进行了洽谈交流。 

 7 月 31 日，于胜晨、陶壮壮、

顾祝荣、王丽云到三河镇苋麻村采样，开

展柠条生长发育测量和饲料营养成分测

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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