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强
化粮食安全和农副产品供应保障。无论农业
现代化水平如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这些基
本功能都不能放弃，也不能弱化。现实生活
中，一些地方片面地将粮、棉、油、糖、肉等农产
品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对立起来，错误地以为重
要农产品生产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的表现，并想
尽办法摆脱，这种认识是十分危险的。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必须更加有助于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确保农业最基本的供给功能发
挥，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18
亿亩红线不突破。要继续建设高标准农田，保

护黑土地，确保耕地质量不下降。加强粮食生
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建设。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突破种
子等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实施生物育种
重大科技工程，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农业现
代化，重要标志在于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的现
代化，在于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要发挥农
业科技创新在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积极推动
作用；要将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机地融合起
来，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机
械化和设施建设中，发展智慧农业。

总体上说，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比
较效益偏低。要从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出发，健

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确保种粮农民和从事重要
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在经济上不吃亏。要加强种
粮农民补贴，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政策性
保险实施范围，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完善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重要农产品产区在财
政上不吃亏。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
发的国家，动物疫病和病虫害时有发生。要加大
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增强抵御干旱和洪涝等
自然灾害能力；要健全动物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体系，健全动物疫病和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
警机制，强化防疫和统防统治，有效控制疫病和
病虫害传播与损失。要提升重要农产品收储调
控能力，有效平抑重要农产品市场波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在全国所有县域范
围内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和组织振兴，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
设，合理定位县域城镇功能，重点要强化县城
政务、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服务能力，把乡
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便利农民，加快
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确保农民能够共享发展和改革成果，同
时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避免大拆大建，
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能够传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要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并通过多种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增值
收益。要将加快农业现代化与乡村产业振兴
有机地融合起来，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因地制
宜地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业，增强县域
经济实力，拓展农民可持续增收空间。要加强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普及科学知识，促进乡风

文明建设；要治理化肥农药滥用、农作物秸秆
焚烧、畜禽粪污等面源污染，建设农村生态文
明。

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即将到期，要落实好再
延长30年政策，培育承包地流转市场，加快培
育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性服务
产业，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除了财政投入和社
会资本投资推进乡村建设外，农村集体负有一
些基础设施使用维护和公共服务提供等重要
职能。胜任这些职能，必须有可持续的农村集
体收入。要探索农村集体资产增值和运营管
理新模式，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成果转化成可
持续的农村集体收入流。

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缩小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
之一。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我国就以
财政投入为主，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持续加强
农村水、电、路、房和通讯设施等建设，农村现
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面貌彻底改变。
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面启动乡
村建设行动；要以县域为城乡融合发展重要切
入点，赋予县级党政领导更多资源整合使用权
力，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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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分娩母羊的接产准备和
新生羔羊的管护工作，对提高山
羊初生羔羊的成活生长，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为了让初生羔羊更好
的适应从母体到出生后的环境变
化，提高羊群生产性能和羊肉品质，
羔羊护理及饲养管理关键技术，马
上介绍给你，具体来了解一下。

培育壮胎是前提
母羊怀孕5个月中，前3个月

胎儿发育较慢，饲养上以放牧为
主，怀孕后两个月，胎儿生长速度
加快，在放牧基础上，每天补混合
精料0.5公斤、干草1公斤、青草1
公斤、胡萝卜0.5公斤、石粉10克、
食盐10克，以保证营养供给。不
喂发霉变质草料，不饮冰水，防拥
挤、滑跌、顶撞，保持圈舍清洁干燥
通风。在分娩前1个月时，饲养人
员每天按摩母羊乳头10分钟，直
到分娩前第4周停止，以促进乳腺
发育，使其有充足的奶水为羔羊提
供营养物质，培育出壮胎。

做好接产是基础
母羊怀孕近5个月时，将有

分娩征兆的母羊赶入铺有干净垫
草、已经消毒的分娩栏内待产，并

对母羊外阴、后臀、下腹先用温水
擦洗干净，再用毛巾浸满 0.1％
高锰酸钾溶液擦洗消毒。助产员
用1％来苏尔溶液消毒手臂，戴
上长臂乳胶手套，观察母羊分娩
进程，检查胎位是否正常。当发
现胎位不正时，先将胎儿露出部
分推回子宫，将母羊后躯抬高，手
臂涂润滑油，伸入产道矫正胎位，
随母羊努责声中拉出胎儿；胎儿
过大时，可将两前肢反复拉出送
入，乘势缓慢拉出。如产道干涩，
可涂医用凡士林或甘油润滑，再
实施牵引助产，避免生产过程中
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搞好护理是关键
羔羊出生后，迅速用干净毛

巾将口鼻耳中黏液擦干，距腹部
4厘米处剪断脐带，用5％碘酒对
脐带断端按压或浸泡消毒，半小
时内让羔羊吃上初乳，保持护仔
栏内温度在20℃以上，当母羊奶
水不足或产羔数多时，采用近期
生产母羊代养或人工喂养。人工
饲喂时，6天以内的代初乳，用常
用乳750毫升、食盐10克、新鲜
鱼肝油15克、鸡蛋2枚震荡后，

加热至40℃，每次喂半小时；7～
40 天常乳，用 69％脱脂奶粉、
24.5％ 动 物 脂 肪、5.3％ 乳 糖、
1.2％二价磷酸三钙，每公斤人工
乳加35毫克四环素，每公斤乳粉
可兑7.5公斤干净水。喂量为羔
羊体重的2％，奶温保持在40℃，
每天喂奶4～6次。对发生窒息
假死的羔羊，可将其两后肢提起，
头向下，轻拍胸部，倒出胎液，然
后迅速放入产仔栏使其恢复知
觉，必要时注射尼可刹米1毫升，
促进呼吸；对已停止呼吸者，可对
脐动脉缓慢注射10％氯化钙溶
液2毫升进行紧急处理，以提高
初生羔羊的成活率。

强化管理是保障
母羊生产20天后，泌乳量逐

渐下降，因此羔羊在7日龄开始
用大羊反刍液或吃过的草饲喂，
以建立瘤胃菌群，并饲喂易消化
的优质青干草，促进其胃肠蠕动；
10日龄时，应增加饲喂易消化的
配合饲料，其配方为 30％炒黄
豆，50％玉米，19％麸皮，1％食
盐和矿物质，每天饲喂4～5次，
喂量由少到多，每天供给新鲜清

洁饮水，水温控制在20℃左右；
羔羊满1个月后，采食量逐渐增
加，精料按体重0.5％供给，日喂
3～4次，做到定时、定量、定质。
定时消毒饲喂用具。并在20～
30日龄时，采用阉割或结扎的方
法对不作种用的公羔进行去势。
羔羊3月龄时，体重达15公斤，
能每日消化粗饲料1公斤时，即
可断奶。断奶时需经7～10天适
应期，每天饲喂优质青干草1.5
公斤或青草3～4公斤，精料0.2
公斤，使之顺利过渡到青年羊阶
段，为羊体成熟和育肥出栏起到
保障作用。

加强免疫是保护
羔羊期免疫系统未健全，各

种疫病会趁虚而入，搞好免疫工
作是养好羔羊的重要举措，为此
建议广大养羊户定期开展羔羊痢
疾、布鲁氏杆菌病、传染性病、山
羊痘等病的免疫工作，做到按疫
苗说明的计量、方法进行免疫注
射，并搞好驱虫和消毒工作，以保
障其健康成长，为山羊产业稳定
健康发展、农村脱贫致富发挥积
极的作用。 （据畜牧招商网）

引进良种肉牛有窍门

引种原则
生产性能高。引进肉牛时既

要考虑肉牛的生长速度，缩短出
栏时间和提高出栏体重，又要考
虑育肥牛的肉质。

适应当地的生产环境。对要
引进的肉牛品种产地的饲养方
式、气候和环境条件进行分析，并
与引进地进行比较。

品种的选择
引进国外牛与地方牛的杂交

品种。应从良种肉牛站购进西门
塔尔、利木赞、夏洛莱、海福特等
杂交良种牛。

引进国内地方优良品种牛。
选择国内地方黄牛中体型大、肉
用性能好的培育品种，如我省渭
南市临渭区秦川牛、河南省南阳
县南阳牛等。

引种技术要点
了解品种特性。对引入品种

要掌握其外貌特征、饲养管理要
点和抗病能力，符合品种标准质
量要求，并有当地畜牧主管部门
颁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做好引牛前的准备工作。包
括运牛车辆、圈舍消毒、饲料、疫
苗、人员等。引进牛应查看调出
牛的档案和预防接种记录，然后
进行群体或个体检疫。装车前，
必须经过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实施检疫，并取得合格的检疫证
明。

对购入的牛，进行全身消毒
和驱虫后，方可入场，但仍要隔离
在200米以外的地方。在隔离场
观察20~35天，进行群体、个体检
疫，进一步确认引进肉牛体质健
康后，再并群饲养。

（据《畜牧养殖网》）

羔羊护理及饲养管理关键技术

别抓了！快看看是不是犬疥螨病？

李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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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将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以更大力

度推动乡村振兴。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特别
是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
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更是要全力推动
乡村振兴。

为什么要将全党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
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主要是由中国共产
党历史使命决定的。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组织动员一切积极力量脱贫攻坚，彻
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
共产党要继续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现代化
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
以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加快建设步伐。中华民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全党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也是由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继续发挥“三农”对经济社
会全局的稳定和支撑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世界经济陷入萧条。2021年世界经济将艰

难复苏，不确定性很大。我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及世界经济冲击，要进一步巩固农业在国民
经济中基础地位，扩大农村消费和投资，更好地
发挥农业农村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怎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地域上说，
“三农”工作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对于脱贫地区也不例外。脱贫地区怎样推进
乡村振兴？总体上说，脱贫地区和全国其他地
区推进乡村振兴没有本质区别，但有附加工
作，主要是对脆弱的脱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
测，稳定现有政策，确保用于脱贫攻坚的公共
资源只增不减，要使政策措施不断改善，帮扶
力量持续优化，还要探索新的更加有效帮扶方
法，让脱贫攻坚成果更加巩固并不断拓展，让
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及做法能够有效地移植
到乡村振兴上来。要在西部地区脱贫县集中
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其巩固脱
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

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现行标
准下的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国832个贫
困县摘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
于全国水平，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接近

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我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
困，但是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相对于高收
入和中高收入群体，农村仍然会存在一定规模
的低收入群体，需要帮扶。相对于发达地区和
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面临
不足的难题，自我发展面临能力不强的难题，
需要帮扶。消除绝对贫困，就是不允许绝对贫
困长期存在。只要出现绝对贫困，就应及时得
到帮扶，并使相关人口不受绝对贫困困扰。在
5年过渡期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在此基础上对
具体政策措施进行调整优化。在帮扶对象上，
有一类群体需要关注，这就是易地扶贫搬迁的
人口，不仅要让他们搬得出，而且还要让他们
稳得住，能致富，这就要求必须强化易地搬迁后
续扶贫，让易地搬迁脱贫家庭劳动力有更多渠
道就业，靠收入较快增长留住搬迁群众；要在新
居住地点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靠更加便利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社
会保障吸引搬迁群众。在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和
欠发达地区帮扶方式上，除了坚持和完善东西
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还需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
和救助制度，还需要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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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湖北湖北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达21万个

日前，湖北省农业农村局
长会议发布，“十三五”期间，
湖北省农业强省建设势能不
断积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不断涌现，目前总量达21万
个，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和农
民脱贫。“十三五”以来，湖北
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断
巩固，水稻、生猪、水产等重要
农产品生产在全国保持领先
地位；建设农业强省势能不断
积蓄，建成4个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产
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1.9:
1，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
到21万个。

山东山东
农业农村厅举办

“政府开放日”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
人民群众对农业农村工作的
满意度。日前，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
邀请了部分农业专家、厅驻地
街道办干部及群众代表等20
余人参加。“政府开放日”活动
详细介绍了该省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等年度重点工作
完成情况，演示了省农业大数
据平台运行情况以及创新服
务举措等。针对人民群众关
注度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随后召开了“守护舌尖上
的安全”专题座谈会，省厅有
关处室介绍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省”创建情况，与会代表就
蔬菜质量、农药使用及土壤改
良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对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并积极建言献
策，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浙江浙江
畜禽种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日前，全省畜禽种业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在杭州召开。
会议座谈交流了我省畜禽种
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今后
工作思路与对策。浙江省畜
禽种业资源丰富，绍兴鸭、湖
羊、蜜蜂、兔等资源优势明显，
畜禽种业企业基础较好。下
一步，要深入贯彻《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围绕产业需求，
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实现
应保尽保，加快构建以市场为
导向、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
业产业体系。

［封面人物观点］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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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号召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要举

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总书记的讲话，必将激发广大“三农”工作者的热情，

推动更多资源配置于乡村振兴第一线，真抓实干，取得成效。

【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要全方位把握重点工作

【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要更有助于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养殖河蟹营养方案的几个关键点

正值冬末春初之际，有的铲屎官发现自
家的毛孩子频繁而剧烈地挠痒，甚至连皮肤
都抓破了也根本停不下来，看得人心疼又着
急。但是，此时可千万不要急于安抚亲近狗
狗，因为它有可能感染上了犬疥螨病，而犬
疥螨病极容易通过皮肤接触传染给铲屎官
自己。

一、什么是犬疥螨病?
犬疥螨病是由犬疥螨寄生在皮肤表层

内，引起的人和动物共患的瘙痒性寄生虫皮
肤病，且具有高度传染性。螨虫体型很小，
喜爱潮湿、低温的环境，因此犬疥螨病多发
于日光照射不足且温度较低的冬季、秋末和
春初。如果此时恰逢狗狗所处的环境潮湿，
个体卫生不良、皮肤表面湿度较高，简直就
是犬疥螨大量繁殖、滋生的“温床”。所有种
类的狗狗都有可能感染，特别是幼犬和毛发
较长的狗狗。健康的人和犬会通过与患病

犬的直接接触，或通过被疥螨虫及其虫卵污
染的犬舍、用具等间接接触感染犬疥螨病。

二、感染犬疥螨有哪些症状？
犬疥螨病最常见症状是瘙痒甚至剧痒，

并且将贯穿于整个感染期。该病主要发生
于狗狗的头部，有时也起始于前胸、腹下、腋
窝、大腿内侧和尾根，然后蔓延至全身。病
初在皮肤上出现小的出血点、红斑，特别是
在皮肤较薄之处，可见到小水疱甚至脓疱；
随着感染的加剧，进而出现大量麸皮状脱屑
或结痂性湿疹、皮肤肥厚、被毛脱落、表面覆
有痂皮，除掉痂皮时呈鲜红色且湿润，往往
伴有出血。增厚的皮肤，特别是面部、颈部
和胸部的皮肤常形成皱褶。当气温上升或
运动后体温升高时，痒觉更加剧烈，因此狗
狗一旦感染上，便会终日啃咬、摩擦患处，烦
躁不安，正常的采食和休息受到严重影响，
消化、吸收机能降低，日渐消瘦，继之衰竭甚

至死亡。而当该病发生于眼周围时，严重者
可导致失明。当铲屎官接触自家患病狗狗
后，可能出现淡红色、针头大小的丘疹并伴
随瘙痒，随着感染加剧而引起瘙痒剧烈。一
旦皮肤被抓破后，无论是人还是狗狗都容易
引起继发性感染。

三、如何防治犬疥螨病？
由于犬疥螨病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

的接触性传染病，对该病的防治显得尤为重
要。预防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1.给狗狗定期按计划用治螨药物驱虫；
2.隔离患有疥螨病的犬，防止互相感染；
3.注意环境卫生，保持住处环境清洁干

燥、通风，常晒太阳，对于狗窝、垫物等要定
期清理和消毒。

4.铲屎官们也应注意自身保护，一旦狗
狗感染及时带它去宠物医院治疗，同时处理
狗狗用品时注意个人防护，防止感染。

治疗犬疥螨病常采用伊维菌素制剂多
点患部皮下注射并配合浸浴或涂擦，临床治
疗效果明显。治疗犬疥螨病时应观察患部
皮肤有无炎症，继发感染时应配合抗生素治
疗，在严重病例中，环境也必须用杀虫喷剂
处理。

执笔：常晓静 龚国华 赵洪进
插画：袁梓涵

河蟹的肉质鲜嫩，是深受人
们喜爱的一味食品。河蟹学名中
华绒螯蟹，属名贵淡水产品，味道
鲜美，营养丰富，具有很高的经济
价值。每到秋天，养殖河蟹进入
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同时也进入
极易死亡的阶段。养殖户若不注
意加强管理、调节蟹池水质，可能
因河蟹成批死亡造成重大损失。
养殖河蟹营养方案的五个关键
点，下面具体来了解一下吧。

保肝
肝脏是河蟹重要的代谢器

官，起到排毒解毒、造血载氧、分

泌消化酶和对营养物质的吸收的
功能，随着河蟹的脱壳生长，肝脏
的负荷变大，易发生病变，导致体
质、免疫力下降，从而引发细菌性
疾病。所以平常预防时要定时内
服“平肝宝+营养快线+酵母细胞
壁多糖”或“肝利康+营养快线+
酵母细胞壁多糖”。

助消化
河蟹是怕热不怕冷的变温动

物，其体温常接近于养殖水温
20~25℃，这个温度低于河蟹体
内消化酶的适宜温35~40℃，所
以内源酶不足；且河蟹胃大、消

化道短，故贪吃易消化不良。平
时预防肠炎病害时要定时内服

“消食健胃宝+营养快线+格力
安”。

补钙
河蟹在水体中吸收钙离子的

能力要比吸收配合饲料中钙的能
力强。河蟹在蜕壳时，要把外壳
上的钙离子吸收到体内（所以脱
壳期的蟹壳看起来变黄等），等壳
中钙总量与体内钙的总量相等时
才能顺利脱壳。蜕壳后的“软蟹”
要吸收水分，特别是水体的钙、磷
等来促进它外壳的硬化。所以脱

壳前一个礼拜要定时内服“AD
钙+营养快线”补充能力和营养，
增强活力。脱壳高峰期外泼“核
糖核酸钙+解毒应激灵”促进硬
壳、恢复。

促长，增膘
俗话说“七八月长壳、九十月

长膘”。夏季高温季节河蟹活动
频繁，食欲大增，是河蟹生长的关
键时期，河蟹喂料“两头精中间
粗”。后期投喂精饲料，长肥促
膘，要喂足料。但是河蟹本身胃
大肠短、贪吃，对高蛋白的饲料消
化能力较差。夏季高温饵料又易
变质。所以后期喂料要定时加促
进脂肪、蛋白吸收的产品“脂壮
宝”。 （据畜牧招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