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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富源有兩樣烏黑油亮的東西舉世聞名，一是烏金，二是烏豬。烏金即煤炭，烏豬便是大名鼎鼎的雲南富源有兩樣烏黑油亮的東西舉世聞名，一是烏金，二是烏豬。烏金即煤炭，烏豬便是大名鼎鼎的
「「大河烏豬大河烏豬」」 。作為富源特色養殖業的知名代表，大河烏豬在。作為富源特色養殖業的知名代表，大河烏豬在 20032003年就經農業部批准成為繼江蘇蘇太豬之年就經農業部批准成為繼江蘇蘇太豬之
後的第二個國家級培育品種，後的第二個國家級培育品種，20072007年更成功註冊了年更成功註冊了 「「大河烏豬大河烏豬」」 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實乃名副其實的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實乃名副其實的
「「國字號豬國字號豬」」 ！近年來，在富源縣的大力扶持推動下，大河烏豬產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已成為帶動富源畜！近年來，在富源縣的大力扶持推動下，大河烏豬產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已成為帶動富源畜
牧產業發展的龍頭之一。牧產業發展的龍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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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雲南東恒集團的多樂科養豬場，只
見整齊劃一的豬舍陳列眼前，這裡雖然養殖
著成百上千頭大河烏豬，卻聞不到一絲臭味
。 「我們每天都必須打掃兩次，早晚各一次

，糞便也要清除兩次，總
體環境 10 天進行一次大
掃除，保持乾淨的環境才
能防止細菌的滋長。」養
豬場場長龍罡對記者介紹
說。

據悉，作為國家高技
術產業化示範工程企業，
東恒集團率先在全國探索
開創了規模化生態養殖模
式，從豬場選址、配套系
統選擇、飼料原料篩選、
藥物控制、出欄標準等多
層面進行理論及實踐創

新，摸索出了一套完整而科學的新式養
殖方法。

記者在養殖場週邊看到，無論是車
還是人，想進入養殖場內部都必須經過

消毒通道接受消毒，若要進入豬場內，還必
須 「沐浴更衣」才能獲准通行。龍罡介紹說
： 「飼養員在飼養時段與外來人員接觸都會
受到嚴格的控制，飼養場內對細菌的防範是
『高度戒備』的。」從其認真的話語中，記

者現場感受到了東恒集團養殖流程的規範化
程度。

而對於農戶養殖，東恒集團則以全方位
的貼心服務來實現了對養殖標準的控制及跟
蹤。 「養一頭豬跟養兩頭是不同的，更何況
是養成百上千頭豬。所以，對養殖戶的培訓
工作是我們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東恒集
團行政中心主任彭留飛介紹說。

據瞭解，從飼料的選擇、疫病的防治、
技術員的配備，甚至如何給豬做 「按摩」，
東恒都對養殖戶有嚴格的篩選和培訓流程，
以保證大河烏豬農戶養殖的規範化和成功率
。 「開始養殖時，我們會指派專門的技術員
在農戶家實地指導一個星期，手把手傳授農
戶養殖技術，情況走入正軌後才離開。之後
若有問題，我們會立即趕赴現場解決。」龍
罡說。

「豬有毛病了，公司都會派人來看，打
預防針都是親自上門來打，我們根本不需要

擔心。」參加合作養殖的農戶對記者放心
地說。

標準化、科學化的養殖方法，保
證了大河烏豬的肉質品質，為佔領

市場贏取了先手。據瞭解，為了
深化對規模化生態養殖模式的探
索力度， 「十二五」期間，東恒
集團將建設大河烏豬 「四級」良
種繁育體系，從源頭上保證豬種
的優良化率。同時，2011 年底將
完成1個原種場建設和1個萬頭豬
場建設，規劃建成後，使原種場
列入國家核心原種場名錄，並使

自建萬頭豬場達 7 個以上，優質肉
豬自給能力超過15萬頭，推動富源大

河烏豬產業發展再上新臺階。

龍頭企業探索生態養殖新模式龍頭企業探索生態養殖新模式

養大河烏豬養大河烏豬 助農民致富助農民致富

「頭上頂八卦，嘴上三道箍，腳上穿套褲」，這並非
是在敘述沙和尚、豬八戒和孫悟空等西遊記人物，卻是對
大河烏豬良種特點的生動描述。據瞭解，大河烏豬是在原
大河豬的基礎上經過多代選育而成的全國第一個高原山區
國家級新豬種。

大河烏豬品質不俗

大河烏豬額部有菱形淺皺紋，俗稱 「八卦」；其體質
結實、體型勻稱，嘴直長，端部有三道淺皺紋，俗稱 「三
道箍」；豬背毛黑、毛尖略褐，在陽光照射下呈金黃色，
俗稱 「火毛腿」、 「穿套褲」。經過多代選育，大河烏豬
具有育肥性能好、增重快、骨細皮薄、肉質鮮嫩、後腿比
例大、瘦肉率和肌脂高、醃制失水率低等優質特點。

其中，性成熟早是大河烏豬最重要的特點之一。一般
情況下，大河烏豬6-8個月就可以懷胎受孕，並可連續生
產8年。相較其它豬種一胎能生20多個小豬崽而言，大河
烏豬一般每胎只生12-13個，別看生的不多，這些小豬的

「這些年大家和東恒集團一起努力、共同發展
，現在日子好過了，我家的三層小樓房也蓋好了。
」家住富源縣中安鎮多樂村的董光輝喜滋滋的對記
者說，並邀請我們上樓坐坐。

董光輝5年前與東恒集團簽訂了養殖協議，成
為了一名簽約養殖戶，他每年養殖的大河烏豬由東
恒收購加工， 「豬種、飼料、技術都由東恒提供，
我們可以直接拿，養好了送去公司就行。」跟隨董
光輝上樓，他的臉上一直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據
他介紹， 「以前家裡也養豬，但不成規模，也不科
學，只能糊口，根本賺不了錢。現在不同了，在與
東恒簽訂協定後，養殖數量逐年增加，形成了較大
的規模，賺了錢就蓋房，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他感慨地說。

目前，和董光輝一樣的養殖戶在富源越來越多
，從養幾隻豬到現在的成百上千隻，他們都逐步發
展成了養殖大戶。據統計，東恒現已與150餘戶出
欄100頭以上肥豬的規模養殖戶建立了長期穩固的
供銷關係，帶動發展了2萬余戶農戶從事大河烏豬

養殖業。
以保障養殖戶利益為先導，東恒集團為他們提

供了全方位的服務，形成了龍頭企業為帶動，多種
利益聯結方式促進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的企農雙贏
局面。為爭取2012年實現不低於40%，2013年不低
於80%的出欄肥豬輸送公司，東恒在大河鎮每個自
然村建立了1個養殖專業合作社，企業與養殖專業
合作社簽訂 「訂單」養殖協定，合作社負責統一收
購、調運、發放補助及兌現相關政策，把協議細節
落到實處。另外，東恒集團每年還會按照糧豬比
5.5∶1的比例制定保護收購價， 「如果市場豬價下跌
，公司就提供保護價，不讓我們的利益受損；如果
市場行情較好，公司則會按市場價收購。」董光輝
說。

同時，富源縣委、縣政府近年來也不斷加大對
大河烏豬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積極鼓勵農民養殖
，促進農民增收。作為國家扶貧重點縣，富源從
1994年起即確立了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全力打
造 「大河烏豬」品牌的發展方向，如今隨著大河烏

個頭卻都不小，而且它們耐粗飼、抗逆性強、適應性廣，
12個小豬崽中有11個都可以健康地成活下來。

在肉質方面，大河烏豬肉帶有明顯的大理石花紋，這
是高肌內脂肪的重要特徵。據瞭解，肌內脂肪含量越高，
在烹調過程中會形成大量的揮發性脂肪酸，形成很好的香
味，吃在嘴裡特別滋潤。

大河烏豬肉不但口感細嫩鮮美，而且還
含有豐富的氨基酸和高達62%的不飽和脂
肪酸。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可調解人體
機能，排除人體內多餘的 「垃圾」，
使大河烏豬肉成為了新時代高營養
價值的食用肉類。同時，除用於日
常烹飪外，大河烏豬肉也適宜進行
深加工，且身價不菲，例如，被加
工成雲南著名特產--火腿後，大
河烏豬肉的價格一般可增值 2－3
倍左右，由此帶動了富源肉類深加
工業的長足發展。

以兼具多種優秀特質于一身的大
河烏豬資源作為發展基石，近年來，富
源縣以市場為導向，以增加農民收入為
目標，積極實施 「扶百幫千帶萬」養殖工程
和 「名、特、優、新」大河烏豬養殖示範項目，
推廣應用規模化科學養殖技術，大力打響大河烏豬品牌
。2010 年，富源縣出欄肉豬 135 萬頭，育成優質仔豬 200
萬頭；2011 年預計將出欄肉豬 146 萬頭，育成優質仔豬
220萬頭，大河烏豬相關產業已成為富源富民強縣的重要
產業。

龍頭企業帶動產業規模化發展

據富源縣縣委書記顧琨介紹： 「大河烏豬養殖、加工
已成為富源增收發展的重要渠道，富源將力爭 『十二五』
末實現大河烏豬250萬頭的養殖規模。在此過程中，大力
建設養殖基地，強化龍頭企業的帶動輻射效應，抓產業化
、品牌化、規模化是實現目標的有效方式。」

目前，富源縣正按照 「上加工、抓流通、扶龍頭、強防疫
、促養殖、求效益」的整體發展思路，遵循 「裝備工業化、技
術科學化、經營產業化、產品市場化」的發展理念，制定實施
了一系列加快畜牧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尤其注重按
「扶大、扶優、扶強」龍頭企業的發展原則，採取 「政府引導

、企業運作、帶動農戶、滾動發展」的思路，推進畜牧產業化
經營步伐。

截至目前，富源已建設大河烏豬核心群場1個，擴繁場13
個，萬頭豬場12個，註冊公司的養殖場（戶）100餘個，另外
還有集養殖、屠宰、肉產品加工為一體的省級龍頭企業3個，
一改 「小散經營」為 「集團作戰」，形成了佈局合理、優勢明
顯、特色突出的大河烏豬產業帶。

雲南東恒集團即是富源縣專業從事大河烏豬產業化工程開
發的重點龍頭企業，公司採取 「三推一回收」的模式建立 「公
司+基地+農戶」產業體系，帶動2萬余戶農戶從事大河烏豬養
殖，形成了從養殖源頭到產品專賣的 「一條龍」封閉式產業鏈
。目前，公司已形成出欄種豬和仔豬 3 萬頭，出欄肥豬 10 萬
頭，屠宰肉豬20萬頭，深加工各類肉品3萬噸的生產規模。

2010年，東恒集團在國內首家全套引進了義大利肉類
工藝和設備，採用了 GMP
淨化板分區作業、360 度
清洗消毒滅菌、益生菌
發酵成熟等技術開發
生產了 「歐樂亞」
系列高端肉製品
，打造了中國發
酵肉製品第一
品 牌 。 產 品
在 北 京 、 上
海等一線城
市上市後獲
得了消費者
的廣泛青睞
，開啟了高
端肉製品消
費 市 場 的 全
新發展空間。

豬的名氣越來越響，富源很多農民都加入到了大河
烏豬的養殖行列中，收入不斷增加。現在，大河烏
豬養殖在富源呈現出了產銷兩旺，整村、整鄉跨越
發展的喜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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