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紧，任务重！花白鲢规格偏小，
有没有好方法快速增产增效？

行 业 动 态

1

2

3

4

农业农村部：严厉打击违法研制
生产经营使用非洲猪瘟疫苗行为

16 家上市猪企
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

今年中央冻猪肉储备
已合计投放 41 万吨

中央财政拨付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4 亿元 支持灾后农业恢复生产

8 月 24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严厉打击违法研制生产经营使用非洲猪瘟
疫苗行为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省级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要组织对辖区内科研教学单位、企业等
所有兽医实验室和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兽药
经营企业、生猪养殖企业（场、户）开展排查活动，
检查相关单位非法研制、生产、经营、使用非洲
猪瘟疫苗行为。通知要求，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和相关从业人员要严格执行非洲猪瘟疫苗“五
禁止”监管措施，即：禁止未经批准开展实验活
动，禁止未经审批开展临床试验，禁止生产非法
疫苗，禁止经营非法疫苗，禁止使用非法疫苗。

9 月 3 日，Wind 数据显示，25 家涉及猪产
业的上市公司中，16 家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
净利润双增，超过半数企业净利润实现翻倍增长。
在猪价带动下，25 家上市猪企今年上半年净利
润平均增长幅度达 748%。其中，牧原股份净利
润 107.8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026%。温氏
股份、新希望、双汇发展和正邦股份，上半年净
利润分别为 41.53 亿元、31.64 亿元和 30.41 亿
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200.3%、102.6%、26.7%
和 979.2%。此外，大北农上半年净利 8.93 亿元，
同比增长 2556%；新五丰净利 1.49 亿元，同比
增长 2384%；傲农生物净利 3.38 亿元，同比增
长 1479%；正邦科技、金新农、天康生物等净
利增幅也接近 1000%。

8 月 31 日，据悉，今年以来，中央层面合
计组织投放约 41 万吨冻猪肉储备，有效增加了
市场供应，目前中央和地方在库冻猪肉储备资源
充足。国家发改委表示，开展中央冻猪肉储备投
放，有利于增加猪肉市场供应，促进价格平稳运
行。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继续密切跟踪研判生猪和猪肉市场形势变化，及
时组织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

9 月 3 日，农业农村部消息，为抓紧推进灾
后重建工作，日前，农业农村部迅速调度各地受
灾及灾损情况，会同财政部及时下拨农业生产救
灾资金 4 亿元，用于支持安徽、四川、重庆等 7
省（市）受灾地区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渔业
灾后恢复生产等，为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减少农
业农民因灾损失、保障秋粮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一、2020 年
花白鲢养殖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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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白鲢行情整体向好
受环保政策，水库禁止投肥、网

箱拆除、环保政策等影响，花白鲢价
格最近几年价格都非常不错。供给端
减少，而需求端依然没有改变，甚至
有增强的趋势。自然，花白鲢行情应
该在未来几年都会处于不错的态势。
2、目前花白鲢规格小

通过对市场上数据样本进行对比
分析，目前市场上放养密度与去年同
期相比，密度提升 17%，但是目前的
存塘规格却比去年减小 16%，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受今年疫情、六七
月连续阴雨及水灾影响，今年花白鲢
放苗推迟、投喂饵料不足，导致花白
鲢饵料减少，从而出现规格偏小。
3、肥水补菌次数少

通过对区域市场走访发现，今年
比去年同期肥水补菌次数少4次左右，
比 18 年少下 2 次左右。回顾今年天气
就不难发现，今年阴雨持续时间更长，
对下肥补菌有一定影响。
4、亩投喂量少

同理，2020 年亩投喂量相比去年
同期也是减少的，主要是受天气影响
所造成。
5、增产增效方法少

如此好的行情，但是高温期来临，
花白鲢基本上不怎么生长。养殖户都
知道花白鲢市场行情好，但该如何增
产增效，有没有什么好的创新的投喂
方式帮助我们养殖户呢？

湖南海大  吴长海

二、花白鲢快速增产
面临哪些实际困难？

1、第一餐饲料投不下去
目前鱼价行情非常好，3 斤以上

草鱼价格维持 5 元以上，3 斤以上的
花白鲢价格也在 6 元以上，但走访市
场发现很多养户反映第一餐投不下去，
有的第二餐都投喂困难。主要是池塘
溶氧低，溶氧低，不仅影响粗鳞鱼生长，
对花白鲢增产增效也同样不利。
2、很多花白鲢上食台

最近发现很多花白鲢养殖已经用
上料台，原因还是花白鲢饵料不足。
高温天气，随着投喂量上升，池塘有
机质增多，藻类老化，花白鲢虑食后
消化吸收不理想。然而，通过对市场
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花白鲢 5-9 月份
平均摄食率达到 17%，高温期藻类老
化等原因造成其饵料不足，花白鲢生
长速度受阻。

3、如何快速拉大规格？
目前有效投喂天数不足 70 天，而

且如果十月份降温速度快，那么我们
的有效投喂和肥水补菌的时间是远远
不足以满足赶上好鱼价的规格。

按照传统方法，快速拉大花白鲢
的规格方法有二，其一是通过培水补
菌等方式来提升花白鲢规格，但今年
阴雨天气比往年多，肥水补菌次数远
远低于去年同期，按照市场统计数据，
相比去年同期培水补菌减少 30.77%，
这也侧面印证了为什么现在花白鲢规
格这么小。其二是通过料台来进行补
充投喂。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提升花
白鲢规格的方法之一。但料台投喂有
个缺点，那就是浪费比较大，其他粗
鳞鱼抢食花白鲢料。这个观点也得到
部分客户的反馈与印证。

的损失包括：水质恶化，理化指标不正
常，从而导致鱼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影响饵料系数表达，影响水质问题，从
而成本上升，损失增大。
3、高温期，池塘密度大的危害有哪些？

高温期管理难度增大，主要表现在，
鱼体规格小，尾数多，又不能及时卖鱼，
导致管理难度加大，如何快速拉大规格
早卖鱼，成为养殖风险雷区。

三、如果不改变
我们将会失去什么？

1、花白鲢长不大，直接损失多少？
花白鲢年底 3 斤按照 5.5 元 / 斤、

白鲢 3-4 斤按照 2.5 元 / 斤计算，同
样亩产 650 斤，不同规格和模式，花
白鲢亩效益相差超过 1000 元 / 亩。
在常德汉寿市场，以花白鲢主养的养
户有很多亩产已超过 500 斤 / 亩，白
鲢超过 150 斤 / 亩，光花白鲢保守估
计毛亩效益可以达到 3100 元以上。规
格长不大，产量提不起来，那么对我
们的效益影响是巨大的。
2、花白鲢对水质的调节作用

花白鲢不仅可以创造高效益，更
可以调节水质，对我们粗鳞鱼也有促
进作用。根据现状，鱼体规格小，调
水补菌次数不足。那么，一方面抓不
住今年花白鲢好行情，另一方面，如
果水质出问题，对整个池塘养殖造成

1、直接效益
花白鲢价创历史，增投增产增效益。

按照目前行情，年底花白鲢价格可期。
2、间接效益

花白鲢与粗鳞鱼协同增效。花白鲢
增产增效，来源于模式优，选料准，
管理到位，从而促进粗鳞鱼增产增效。
花白鲢与粗鳞鱼分工合作，立体增效，
助力养殖增效。
3、机会效应

2020 年不管是粗鳞鱼还是花白鲢，
价格都非常理想的，养殖周期性非常强，
把握好今年的好行情，那么一年可以
顶几年用。好行情是养殖增效的土壤，
如果没有选对好饲料和做好养殖管理
与规划的水分滋养，那再好的土壤也结
不出丰收的果实。因此，2020 年建议
大家使用高档料，定期肥水补菌，提升
亩投喂量，把握好着来之不易的好行情。

四、我们的需求和收益有哪些？

1、优化放养模式
花白鲢价值空间比较大，是客户养

殖增效的有效途径。养殖模式决定养
殖是否会盈利，以及盈利空间的大小。
建议客户可以采用花白鲢倒挂模式，花
白鲢亩投喂 60 尾以上，放养规格最好
放梯度苗，花白鲢走热水鱼模式。白鲢
减少尾数，放养规格增大。
2、更新投喂工具

投喂工具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料台，一种是料桶。根据自己的放养模
式，合理选择投喂工具。
3、坚决补充投喂

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利用有限投喂
时间提升鱼体规格，早卖鱼，多赚钱呢？
毫无疑问，在放养模式、粗鳞鱼亩投喂
量、培肥补菌一定的情况下，补充投喂
是把握行情提升鱼体规格和产量的有
效途径。
4、及时走鱼

建议花白鲢也可以采取走热水鱼的
模式，降低密度，提升养殖空间，降低
养殖风险，提升综合效益。

五、养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