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天台上养鹌鹑的个体户，到全
国领先的规模化鹌鹑专业合作社
带头人，他做对了什么？

早晨八点多，我们来到黄总的家，
天空下起小雨，显得前面的院子格外
静谧，从栅栏外看向院子里，亭台楼
阁，水榭绿植，颇有中式庭院的风格。
对生活如此用心的主人，想必自有他
独特的眼光和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坚守，
带着这份好奇，我们走进了全国领先
的规划化鹌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同
时也是海大集团经销商黄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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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下半年生猪恢复向好
预计猪价回落至 31 元 / 公斤

关于征集饲料工业标准制
修订项目建议的通知

多家企业上调饲料
价格 75-125 元 / 吨

四川：上半年出栏
生猪 2228.7 万头

7 月 16 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0
年上半年广东省生猪产销形势分析》，上半年因
去年产能去化严重，猪肉供应整体偏紧。上半年
供应较去年下半年下降 36%，二季度供应量较
一季度增加 15%。此外，由于猪价高企，上半
年处于高盈利时期，自繁自养每出栏一头肉猪能
获得相当于2018年10头猪的利润。分析预测，
下半年生猪恢复将继续向好，四季度供应将会有
适量回升，商品肉猪出栏价将在三季度有较大涨
幅，预计高点将超过 40 元 / 公斤，四季度随着
供给有回升，预计将回落至 31 元 / 公斤。

7月 29 日，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发布《关于征集饲料工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的
通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提高标准项目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现征集饲料工业标准制修订
项目建议。征集重点包括1.实施五年以上（2015
年前）需修订的饲料工业标准；2. 饲料中有毒
有害成分、营养成分、禁用物质、药物、有限量
要求的饲料添加剂检测方法标准；3. 基础规范
类标准；4. 饲料添加剂等产品标准；5.《饲料原
料目录》内的饲料原料标准；6.与饲料“减抗”“禁
抗”相关的行业急需标准。

多家企业发布消息称，受近期玉米、豆粕等
原料价格上涨影响，自 7月 25 日上调饲料产品
价格。此次涨价包括江门海大、广东南宝、顺德
利宝、云南通威、云南安佑、云南广联、云南海
大等广东、云南多家饲料企业，涨价范围主要是
全价料、浓缩料等品种，不包含预混料。其中，
猪料涨幅普遍为 75-125 元 / 吨，禽料涨幅在
75 元 / 吨左右。据悉，7 月初，江西猪太傅、
广东茂名、四川彭山正邦、彭山新希望、云南安
佑、通威昆明等江西、广东、四川、云南地区部
分饲料企业上调饲料产品价格 50-100 元 / 吨。

7 月 29 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在关于
川猪产业推进和保供给情况的报告中表示，经国
家统计局核定，6月末四川省生猪存栏 3322.7
万头，上半年四川省出栏生猪 2228.7 万头。
2020 年四川要带头抓好生猪复产保供，千方百
计实现出栏生猪 6000 万头的目标任务。今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四川省全力保障
正常生产秩序，生猪产能持续恢复、势头强劲，
预计 7月份生猪补栏 600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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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月份，借助海大集团在
饲料、动保、技术团队的服务体系，
黄总的合作社开始加强了对养殖户提
供养殖生产规划、养殖技术服务、饲
料投喂、环境改良、疫病防治等养殖
全过程服务，海大服务站应运而生。

说起海大服务站，黄总高度评价：
“服务站给我的价值很大，实现了养
户放心我安心”！他表示，“放心”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有专业技术老师我放心
黄总介绍，服务站有三名技术老

师，给黄总 120家养殖户提供养殖技
术服务，养户的养殖用药和治疗过程
都会有档案每天跟踪记录，如果养户
在养殖用药中遇到鹌鹑出现疾病等问
题，技术老师会到现场第一时间诊断，
再做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以确保鹌
鹑高效、高质量生产。

2、统一动保产品，养户放心
所有动保产品都统一从海大服务

站采购，养户使用动保产品更加科学
合理，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效果，
加上优质的技术服务，养户使用动保
产品更放心。

3、无抗蛋带来高效益，大家放心
“以前总担心个别养户贪图便宜，

从网上自购不安全药品，等我收回鹌
鹑蛋发给食品企业，一车鹌鹑蛋 8万
成本，做成产品后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不过关退回来，那时损失已变成几
十万！”从去年 9月份有海大服务站
入驻提供检测服务开始，就再也没出
现过这些问题，他说：“现在终于可
以放心了！”

7月 1日起，饲料行业进入无抗
时代，海大服务站帮助黄总把控养户
用药情况，“服务站从去年 9月份到
现在给我创造的价值真不得了！”黄
总说，“一是把控用药情况就有了安
全保证，让政府和广大老百姓对食品
安全更放心。二是服务站的技术带来
可观经济效益，无抗蛋市场价值更高，
目前市场上，无抗蛋卖价比有抗蛋高
2-3毛钱 /斤。”

一般到收蛋时，服务站驾驶员将
养户的鹌鹑蛋先拉到服务站检测用药
情况，检测涵盖药品、饲料、蛋等全
方面环节，检测安全了才装车供给食
品企业。正因为黄总的鹌鹑蛋出库前
的严格安全把控，对食品安全要求很
高的全国知名食品企业，比如三只松
鼠、良品铺子、贤哥等，现在都从黄
总这里进鹌鹑蛋。

在疫情期间，浙江所有运输车辆
都被叫停。黄总说，“当时海大饲料
拉不进来，感觉像世界末日，不知道
日子咋过！饲料拉到高速公路不让下，
就算下来了，村道也不让进，鹌鹑蛋
又运不出去。”那时候冒着风险，黄
总天天在高速公路转，只为接饲料车
辆，保证养户的饲料供给。

疫情造成的行情持续低迷，影响
的时间较长。从疫情暴发至今7个月，
养户从进苗开始到鸟淘汰涉及费用都
由黄总垫资。黄总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真心对养户，养户也会真心对我。今
年不管赔多少钱也得给予养户资金支
持，养户知道老板的好，也会跟着自
己实实在在去干，会选择一起共渡难
关。这也是海大集团一贯以来的理念，
所以黄总与海大合作这么多年，一直
风雨同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来没
有想过要放弃合作。

他说：“海大和养户都是我的盟
友伙伴——海大信任我，养户信任我，
行情回暖肯定能挣回来，我也有信心
坚守下去！”

从鹌鹑养殖进入饲料经销
严选好饲料为养户负责 

黄总是浙江省金华市人，已过不
惑之年的他，是海大集团旗下溧阳久
和饲料的浙江经销商，专销鹌鹑料。
20年前从自家天台养鹌鹑开始踏上创
业路，到如今成为全国鹌鹑料行业经
销商的佼佼者，成立黄氏鹌鹑专业合
作社，带头振兴乡村。

聊起入行的事，黄总娓娓道来。
20 年前，24 岁年轻的他，立志要改
变生活条件，跟着小姑父在自家天台
开始养鹌鹑。当时使用的都是自配料，
养够天数了，直接挑着两个篮子拿到
市场卖，卖鹌鹑蛋、鹌鹑苗。三年后，
黄总开始组织养户养殖鹌鹑，提供种
苗、收蛋，一点一点积累资本。

2013年下半年，在养殖鹌鹑十年
后，凭着对行业的洞察力，也深切体
会到饲料对养殖的重要性，黄总的经
营思维开始慢慢转变，萌生了进军养
殖产业链的想法，决定从鹌鹑养殖单
一领域进入饲料经销板块。“选择比
努力更重要”，黄总深谙此理。那么，
在鹌鹑行业拼搏这么多年，面对众多
饲料企业的“诱惑”，他为什么选择
做海大的经销商呢？

正如黄总对生活的态度，做生意，
他一直有自己的坚守和底线。对饲料
企业的选择，黄总有自己的标准：

第一是质量好。在养户角度，饲
料质量好才是关键。不安全不放心的
饲料，给再大的合作利润也不去碰，
他说：“我得为跟着我的养户、员工
负责。”

第二是合作伙伴的经营理念。在
质量稳定的前提下，还要有好的经营
理念，养户赚钱了，经销商才能赚钱，
饲料企业才能赚钱。在与溧阳市久和
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总多次交流和
沟通后，深刻认可海大对于服务客户
的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最后坚
定选择签下久和饲料在浙江金华市场
的代理专销权。

认知迭代：

海大服务站标准化服务
让无抗蛋成为市场“香饽饽”

随着时代发展，养殖业发生巨大
的变化：苗种退化、环境恶化、疫病
高发、养殖风险越来越大 ...... 这时候，
仅凭饲料已无法支撑养户赚钱。

黄总也意识到这一点，下一阶段
必须为养户提供优质苗种和饲料，以
及先进的养殖模式和技术，养户和自
己才能生存和发展。黄总与海大精诚
合作，在发展潮汐中互为支撑，共同
成长，致力为养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打造鹌鹑养殖产业链优势

成立鹌鹑行业规模化合作社
为养户创造更大价值

展望未来：

借助海大平台，拓展产业链

黄总成为海大的伙伴，和海大同
成长共发展，借助海大平台不断壮大
鹌鹑养殖产业链，其合作社成为鹌鹑
饲料经销行业第一家较为专业的合作
社。他对海大集团全方位支持和系统
化服务非常满意，也对久和饲料充满
了信心。黄总提到，“要是当时久和
没有给我做专销，我也做不了这么久。
当然饲料质量要好，不好我也换掉了，
当初的选择和坚守没有错。”

对于未来，黄总计划稳步将产业
链不断扩展，从苗到饲料、技术服务、
收蛋，接下来还打算往食品终端拓展，
打通产业链。目前正在筹备清水蛋食
品厂，预计最快下半年可以面向火锅
店、学校等市场。黄总还表示，“我
会一直和海大合作下去，借助海大强
大的技术资源和团队资源，去服务更
多养户，帮助更多养户，成就他人，
也成就自己。”

集团市场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