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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22〕7 号

中共扎赉特旗委员会办公室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扎赉特旗 2022 年肉牛产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旗委各部委、旗直各委办局、各
人民团体、各国有企业单位、各垂直管理单位：

《扎赉特旗 2022 年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经旗
委、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扎赉特旗委员会办公室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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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特旗 2022 年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

按照《中共扎赉特旗委员会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扎赉特旗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规划（2021-2025 年）>的通

知》（扎党发〔2021〕13 号），为加快肉牛生产基地规模化、标

准化、园区化建设，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建设目标

到 2022 年牧业年度，全旗肉牛存栏达到 35 万头，2022 年

末力争达到 38 万头，基础母牛比重达到 65%，良种率达到 60%，

育肥牛突破 3.5 万头。

二、建设内容

（一）建设肉牛养殖专业村。实行整村推进、家家户户养

殖，建设肉牛养殖专业村 12 个，推进基础母牛扩群提质，发挥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加强信贷支持，鼓励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牧户（家庭农牧场）”等方式，推行“放母收犊”“母

贷仔还”“抱团养殖”等模式，带动养殖户适度规模饲养基础母

畜。专业村选址为胡尔勒镇满都拉图嘎查，好力保镇古庙村，

巴达尔胡镇乌都岱嘎查、乌恩扎拉嘎嘎查、前德门嘎查，巴彦

乌兰苏木吉日嘎岱嘎查、玛拉图嘎查，宝力根花苏木新艾里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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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阿拉达尔吐苏木阿拉达尔吐嘎查、乌兰毛都嘎查、巴彦敖

来嘎查，种畜繁育中心西胡日台嘎查。

（二）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小区大场。推进适度规模标准化

养殖，建设“千头牧场”10 个，为大型养殖企业和专业化采购

商提供饲养场所，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探索“母畜分户饲养、

仔畜集中育肥”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企业与农牧户形成稳定产

业联合体。“千头牧场”建设选址为巴彦高勒镇和平村、模范屯

村，新林镇保林村，胡尔勒镇芒哈嘎查（2 处）、查干嘎查，努

文木仁乡乌兰村、宝聚源村，巴彦扎拉嘎乡七家子村，阿拉达

尔吐苏木图门嘎查。

（三）培育育肥牛养殖户。重点推行“公司+养牛合作社（养

殖大户）”定单集中育肥模式，由公司统一定价，提供良种公牛

犊、饲料饲草、兽药疫苗，为合作社担保争取育肥牛养殖贷款，

全程无偿提供技术指导，育肥后按市场价格统一回收销售。同

时鼓励中小养殖户开展“自繁自育”，全面提高“自繁自育”比

重。

（四）建立健全改良体系。全力推进巴达尔胡镇肉牛核心

育种场建设，引进优质种牛 500 头，持续推动引进品种本土化，

培育专门化、肉用牛新品种；大力推广肉牛胚胎移植技术，购

进优良胚胎 400 枚，培育优质犊牛 200 头以上，确定核心育种

点，推进“会员制”；在种畜繁育中心建设种公牛站，引进种公

牛 30 头，达到国家种公牛站建设数量标准；继续推行村级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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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建设，建设标准化改良站点 30 个，培训肉牛改良员 200 人；

着力开展胡尔勒镇、阿拉达尔吐苏木、种畜繁育中心无公牛冷

配示范乡镇试点工作。

（五）增加优质饲草供给。落实“粮改饲”面积 8 万亩，

鼓励 50 头以上肉牛养殖大户、合作社增加青贮玉米、苜蓿、燕

麦、黑麦草等优质饲草种植面积。推进优质青贮饲料资源开发

利用，因地制宜推广农闲田种草、草田轮作技术，健全防灾减

灾饲草贮运体系，建设饲草贮运配送中心和区域性贮草基地，

开展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

（六）打造数字肉牛产业。充分发挥扎赉特旗肉牛产业大

数据中心作用，依托肉牛人工改良、育肥牛定单养殖、肉牛育

种、牛群普查等数据采集分析，完善畜牧兽医技术及社会化服

务网上咨询、网上预约功能，推动 50 个规模养殖场实现远程实

时监管。

（七）规范牲畜粪污处理。建设肉牛养殖集中式储粪房 47

个、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车间 4 个，严格按照规程保障设施正

常运行，提升粪污还田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促进种养循环。

（八）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深化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内蒙

古大学生命科学院、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内

蒙古民族大学、兴安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以及内蒙古蒙

兴牧业、新希望六和、山东乐播、伊利一只牛等区内外肉牛企

业合作交流，依托高新技术人才优势开展培训，重点培训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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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50 头以上养殖场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九）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支持开展口蹄疫、布鲁氏

菌病、结核病、结节性皮肤病等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

加大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力度，强化产地检疫和调运监管，完

善并落实免疫、扑杀及无害化处理机制。加强防疫体系建设，

各苏木乡镇（中心）分别建设动物产地检疫申报点 1 处，确保

肉牛流通顺畅。加强病死牛无害化处理，杜绝病死牛乱扔乱放

或进入流通环节，有效控制疫情传播。建设动物疫病净化场、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无疫小区共 4 个。

（十）推进龙头企业发展和产品品牌建设。培育壮大天牧

臻等肉牛屠宰加工企业发展，鼓励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

强区域内牛肉品牌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强

化授权管理，引领带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加大品

牌营销推介力度，积极参与农业展会、产销对接活动，深化与

电商、商超等主体合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不断提升牛肉品

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十一）建立肉牛贷款服务平台。在旗融媒体中心一楼成

立肉牛贷款服务中心，构建旗内外各金融贷款机构、担保机构、

保险机构集中办公格局，实现养殖户“多方选择、一家承办、

一次性完成”。

三、进度安排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1-4 月）。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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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筛选项目实施地点及项目户，对建设项目进行全方位规

划设计，整体布局生产、生活、管理等各个区域，及时编制项

目实施方案。

（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肉牛补栏、饲草料加工调制（5-10

月）。加强春季青贮玉米种植指导，实现种养有机结合，完成养

殖棚圈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养殖户全年进行良种肉牛补栏、

防疫改良，鼓励规模养殖户开展全株青贮作业，加强秸秆收贮。

（三）检查验收（11－12 月）。旗农牧和科技局、乡村振兴

局要采取日常备案、档案资料收集和年终抽检等方式，对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好自查工作。

四、政策措施

继续执行《中共扎赉特旗委员会办公室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扎赉特旗 2021 年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的通知》（扎党办发〔2021〕43 号）政策规定，新增制定

2022 年肉牛产业政策措施，2021 年政策外新增扶持措施按如下

执行。

（一）支持储草棚建设。鼓励肉牛养殖户建设储草棚，按

照每平方米 50 元标准给予补贴。

（二）支持育肥牛产业发展。鼓励肉牛屠宰企业开展育肥

牛定单收购，对所有在我旗进行育肥牛屠宰的加工企业，以支

持鼓励企业发展方式，按照每头肉牛屠宰加工实际入库旗县级

税收收入的 70%比例给予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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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对推广肉牛胚胎移植

技术、基础母畜成功受孕的，按照每头 3000 元标准给予参与胚

胎移植的养殖户补贴；对旗内推广使用肉牛同期发情药物的，

按照每头 50 元标准给予养殖户补贴。

（四）扩大优质牧草种植。对种植多年生苜蓿优质牧草养

殖户按照每亩 100 元给予补贴，种植当年生燕麦、黑麦草优质

牧草养殖户按照每亩 50 元标准给予补贴；采取先试点后推广、

先建后补方式，鼓励实施秸秆饲料利用社会化服务、防灾减灾

饲草贮运中心建设、秸秆饲料化利用等项目，对投资额 300 万

元以上、达到建设标准的经营主体，按照投资额的 30%比例给予

补助，单户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五）鼓励肉牛养殖户投保。对开展肉牛养殖保险期限 1

年的养殖户，按照每头牛 200 元标准给予保费补贴，提高育肥

牛养殖风险防范能力。

本方案中的政策措施由旗农牧和科技局负责解释。文件内

容若与上级政策相抵触，将根据上级新的政策要求进行衔接、

补充和调整。

附件：扎赉特旗 2022 年肉牛牧业年度存栏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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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扎赉特旗 2022 年肉牛牧业年度存栏计划表

序号 苏木乡镇名称 牧业年度肉牛存栏（头） 备注

1 音德尔镇 30031

2 巴彦高勒镇 12746

3 新林镇 26529

4 胡尔勒镇 33017

5 好力保镇 8002

6 图牧吉镇 9663

7 巴达尔胡镇 26406

8 巴彦乌兰苏木 38096

9 阿尔本格勒镇 28671

10 努文木仁乡 14732

11 巴彦扎拉嘎乡 49130

12 宝力根花苏木 28895

13 阿拉达尔吐苏木 32804

14 种畜繁育中心 11277

合 计 350000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