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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祥欣种猪在市场上已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种猪性能与遗传进展方面，已具

有胜人一筹的先发优势。而这一建树，则得益于祥欣公司有一支敬业而稳定的高素质育种团队，和坚持

在育种上的持续投入。

据介绍，一头种猪只有通过科学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才能得到比较准确可靠的育种指数，使优秀

的种猪个体得以进入育种群，并需通过持续投入，使种猪性能得到持续不断的选育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祥欣公司副总经理李步社认为，种猪育种工作贵在坚持、难在持续投入。“这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只有坚持憋住那一口气、踏踏实实一步步去做，才有可能收获育种成果，除此别无选择。”

□短讯

崇明农产品进军市区企业和高校崇明农产品进军市区企业和高校

薄利多销薄利多销，，用用““跑量跑量””获取盈利空间获取盈利空间
□通讯员 丁沈凯

本报讯 用略高于市场收购价
格向崇明的合作社收购农产品，再
用低于零售价格批发给市区各大高
校和企业食堂，加上人力和运输成
本，企业岂不是当了“冤大头”，如何
从中获利？“如果一天卖五千斤还不
能赚钱，那就卖它个一万斤。”崇上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上
公司”）相关负责人俞陈凯如是说。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主打中高
端市场，这是最近几年崇明不少合
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发展思路。“订单
农业”、“会员制”、“精包装”等词成了
农业发展中的热门词汇。崇上公司也
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中尝到了甜头，
目前崇上公司拥有会员近6000户，
主打精包装大米、蔬菜、家禽等农产
品。就在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
企业管理者却决定“调转枪头”，搞

“薄利多销”，进行农产品批发销售。
改变源于市场需求。崇上公司

的不少会员都是企业老总，他们经

常向俞陈凯反馈：“你们的蔬菜真新
鲜，我想让员工们都吃上崇明农产
品，可就是价格有点贵。”客户的需
求给了崇上公司的管理者启发——
如果坚持走中高端市场，虽然附加
值高，但销量毕竟有限，也不能让更
多人吃到崇明农产品，无法真正提
高崇明农产品的知名度。 崇上公
司又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崇明农产
品在市区市场上认可度非常高，在
价格相当的前提下，许多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大专院校的食堂都愿意采
购崇明的农产品。“通过成本核算发
现，如果每天的销量达到一定的程
度，利润是不会比走精包装路线低
的。”负责该项目的主管姚霞平说。

于是，电子商务农产品批发市
场——“崇农批”就此诞生。“崇农
批”意为“崇明农产品批发”，采用线
上预订、线下冷链配送的服务模
式。崇上公司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远
远无法满足销量，就与崇明各个农
业合作社签订协议，以略高于市场
收购价格收购农产品，再以低于市

场零售价格在“崇农批”网站上进行
销售，客户群体主要为市区各大酒
店、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食堂。
崇上公司的采购人员秦胜飞介绍
说：“合作社都愿意与我们合作，这
样销路就不用愁了。当然，我们对
农产品的质量也有严格要求，不合
格的一律退回，所以收购价才会比

市场价高。”为了进一步保证农产
品品质，崇上公司正在抓紧建设农
药残留检测中心。“崇农批”这一带
动全区农产品销售的模式，得到了
崇明区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就在前几天，“崇农批”网站刚
一上线，订单就如同雪片一般飞来。

■■崇上公司员工正在分装蔬菜崇上公司员工正在分装蔬菜

□记者 陈宗健

创建良性互动机制
造就一支育种团队
对于一家种猪企业来说，培育

一支稳定的育种队伍可谓是件头
等大事，也是一件难事。因为猪场
育种工作往往都比较单调和枯燥，
工作环境也与其他工种有区别，是
个周期性长、见效慢、周而复始磨
性子的重复性工作。所以，能长期
坚守这一岗位、持之以恒的人，在
行业内可谓少之又少。

张和军，由祥欣公司一手培养
起来的80后育种总监，便是一个对
育种工作怀揣一颗痴心与梦想的
匠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精益
求精、沉得下心来的工匠特有品
性，并带出了一支业务过硬的团
队。自 2002 年开始接手育种工作
起，张和军便再没换过岗，在育种
岗位上一干就是15年，取得了骄人
业绩，并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而他
的每一步成长，则离不开祥欣公司
所搭建的这个善于惜才用人的平
台。多年来，这支育种团队为祥欣
公司创造了一批批育种成果；而祥
欣公司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样也吸
引着这批志同道合者，两者在发展
中已形成为一股良性互动作用力。

育种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涉及
两个部分，种猪性能现场测定和育
种数据的日常收集与分析。据介
绍，一头种猪从出生到结测，中间
要经历出生登记、产房初选、保育
二选、育成结测，然后再进行断奶
评估。只有等完成了这些步骤，才
能够保证一头猪的科学选择，育种
也才会有进展。在种猪育种场，育
种总监就好比一个“守门人”，他需
要对每一批次的测定种猪进行全
程监管，以确保核心育种群的全群
测定准确性。“因此，对于张和军而
言，他每天所要做的就是，密切关

注种猪四个生长发育阶段的测定
及筛选情况，并要求将测定的数据
及时输入育种管理软件进行计算
处理，然后将育种数据传输至农业
部全国遗传评估数据中心进行同
步遗传评估，根据计算评估的结
果，结合种猪现场的表现，最终确
定后备种猪的选留名单。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种猪出
生标记和育成结测两个环节。出
生标记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
复性工作，即猪场每天都需要对新
生种猪仔猪做好标识记录，这个
环节一旦耽误或出错，后续的一
切工作都将南辕北辙、错上加
错。育成结测则是确定一头猪是
否优秀的最终裁定，因而这个环
节的准确度量记录和及时测定选
留，是育种工作能够持续进展的
重要保障。

李步社说，张和军每天所要干
的不是去创造发明，不是去标新立
异，而是必须按既定的育种方案去
做，坚守职业操守。由于工作的特
殊性和重要性，张和军多年来已几
乎没了双休日这个概念，每年都只
有在过年时才回趟老家，进行一次
短期的探亲。因怕耽误工作，张和
军甚至在结婚时，连结婚酒席都没
来得及办，便从老家领了证后匆匆
赶回单位。

李步社由衷地评说，十多年
来，张和军所坚守的是一份责任
性，是对育种技术原则、操作规程
及时间的坚守。最终认定他工作
业绩的，并不是单纯去看他平日里
的出勤率有多高，而是需考量种猪
每一个月的生长速度、料肉比、产
仔数、眼肌面积、背标等每一项指
标是否都在进步，即每一道工序是
否都在按科学方案坚持去做并达
成预定目标。这意味着，张和军每
天所要面对的不只是重复性工作
的耐受度考验，更有来自育种进展

绩效考核和精神上等多重压力考
验。

据了解，目前全国注册种猪核
心群数量已达15余万头，成为全球
最大的生猪育种核心群，从而使中
国得以逐步从世界生猪养殖大国
向生猪养殖强国迈进。而祥欣公
司则在 2010 年和 2017 年已分别率
先入选首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
场”和“国家种公猪站”，业已成为
这项国家重大种源工程的排头
兵。祥欣公司董事长严国祥表示，
祥欣企业的健康发展，靠的是人才
及岗位人员的稳定，而张和军在这
其中则无疑是一个重要角色。令
严国祥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张和
军是由祥欣公司所一手造就的一
个成功典范。

坚持育种持续投入
广泛合作创新发展
消费世界一半以上猪肉的中

国，核心种源长期依赖国外进口，
并长期存在“引进-退化-再引进-
再退化”的尴尬局面。为了彻底摆
脱这种依赖性，发展自主产权种源
畜牧业，祥欣公司自2000年进入种
猪行业以来，坚持立足种源农业发
展战略，通过17年精益求精的不懈
追求，打造出了行业名牌产品——
祥欣种猪。

在此发展过程中，祥欣公司也
曾面临过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困难，
但都未曾动摇过初衷，也从没盲目
去追逐过短期投机。时至今日，祥
欣公司主打产品之一的杜洛克种
猪核心群达2000头，种猪达100公
斤校正日龄缩短至 140 天，后期料
肉比低于2.4，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
内杜洛克种猪第一品牌。作为占
国内核心育种群80%左右数量的大
白种猪，祥欣公司通过多年来的坚
持育种，一举拿下了国内遗传进展
第一名的桂冠，由此受到行业内的

一致好评。
据介绍，育种同时也是一项需

要持续高投入的技术产业，一旦设
施设备、技术研发投入跟不上行业
发展需要，育种的进展便会大打折
扣，甚至得不到有效进展。“祥欣公
司的杜洛克种猪从2012年后，每年
的达100公斤体重日龄平均减少两
天；祥欣大白猪的产仔数现在每年
进展在0.2头以上，而育种上的这些
优异成绩，均离不开公司在资金、
人才方面的持续投入。”李步社说，
祥欣公司在市、区各级部门支持
下，于 2011 年组织实施了《上海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浦东东
滩 5 万头种猪生产基地项目》。该
基地于 2013 年底建成投产，累计
投资上亿元，各项设施设备国内领
先，为公司的育种技术工作提供了
优质的发展平台。

据统计，祥欣公司近年来在育
种技术方面的投入每年均超过900
万元；同时，在行业内大力引进人
才，建立了一支专业、高效、稳定的
管理技术团队，为发展提供了持续
的动力。祥欣公司还与上海市各
级畜牧部门及国内多家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密切合作，积极参
与全国联合育种协作组、上海市生
猪产业体系等科研院所的相关工
作，引智借力共享资源，先后完成
了多项科研课题及推广项目工作，
多次获得农业部、上海市、浦东新
区的多个奖项。

此外，与全国畜牧总站、上海
交大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大白、杜洛
克全基因组育种项目，成为国内种
猪育种工作最有发展前途的弯道
超车项目。同时与上海交大、南京
农大等单位在公猪繁殖性能提升
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系列合作
项目研究，并通过广泛与国际交
往，使育种技术得到持续、快速进
步。如从2016年起与NSR、普渡大
学启动了杜洛克剩余采食量、选择
模型研究及肌内脂肪调控研究，使
这几项技术在目前国际种猪育种
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2016年，祥
欣公司种公猪站建成目前行业内
最大的猪冷冻精液产业化生产基
地，引领行业内的冻精研发、推广
热潮，为国内的种猪遗传交流与改
良及“华系”猪的育种提供极佳的
交流推广工具。

种猪育种种猪育种 贵在坚持贵在坚持 难在投入难在投入

祥欣种猪基业活力不断提升祥欣种猪基业活力不断提升

崇明农产品市区展销
田间直送受市民青睐

崇明生态农产品在上海市民
的心目中，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
近日，以“绿色崇明，情系静安”为
主题的崇明生态农产品展销活动，
在静安区武定路菜场举行，受到了
上海市民的青睐。

展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来自
崇明的鸡毛菜、芋艿、葡萄、水蜜梨
等瓜果蔬菜，以及崇明清水蟹、崇
明老白酒、梨膏、西红花等崇明特
色农副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
选购。

据了解，崇明与静安结对以
来，每年都会在静安区举办绿色农
产品展销活动，方便市民购买到优
质、放心的崇明特色农产品。此次
展销活动，在向市民推介崇明优质
农产品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崇明
绿色食品品牌形象，促进了崇明农
产品产销对接。

通讯员 朱敏欢

浦东泥城青扁豆
亮相北京农展会

“彭镇青扁豆”作为浦东新区
泥城农业的招牌产品，品牌效应日
益凸显，影响力逐步扩大。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集中展示
全国各地特色农产品、农业合作社
及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上海共有3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代表单位参展，
泥城的“彭镇青扁豆”作为浦东新
区唯一的地标产品代表参加此次
地标馆的展示。

泥城参展团以“展台简洁、主
题鲜明、产品吸睛”为目标，率先完
成上海展区的布展工作，吸引了不
少他省布展人员的驻足。农业部
农产品地标处相关负责人询问了
有关青扁豆的一些问题，参展人员
热情的接待与回答，展示了良好的
专业素养与服务态度。

通讯员 浦侬轩

闵行区农委加强
渔政属地化管理

为加强渔政属地化管理，进一
步推进打击非法捕捞综合治理工
作。近日，闵行区农委执法大队对
新虹街道渔政协管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指导。

现场检查了该街道执法船艇
维护保养、使用登记情况，进一步
规范了相关人员日常协管程序，确
保巡查工作安全、正常、有效、快速
地开展。今年以来，闵行区农委执
法大队和新虹街道水务等部门联
合，建立渔政协管员管理制度。由
九人组成的渔政协管员队伍，负责
辖区河道水域内的日常巡查、监
管，对违规捕捞人员做到及时制
止、教育和警告，共取缔违规网具
近400件。

下一步，闵行区农委执法大队
将继续完善街镇联动执法机制，加
强辖区内水域非法捕捞巡查力度，
确保打击非法捕捞常态化、有序
化。不断提高基层渔政协管员队
伍整体业务素质，落实渔政执法艇
日常管理制度，持续推进属地化渔
政管理工作。

通讯员 闵侬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