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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肉牛是乡村产业中最具

优势、最具潜力、最具带动力的产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

有重要地位，在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测算，

１头肉牛年消耗秸秆约３吨，年转化玉米２吨左右，年产牛粪３

吨，可还田７亩地，减少化肥施用３００斤，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

综合产值近５万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深入实施 “双千”

工程，精心做好 “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大文章，

加快建设 “十大产业集群”，举全省之力把 “秸秆变肉”暨千万

头肉牛建设工程打造成现代农业的标志性工程，让 “四个蹄子”

追赶 “四个轮子”。我省地处世界黄金黑土带、黄金玉米带、黄

金水稻带、黄金肉牛带，促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必须走

农牧结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加

快发展肉牛产业，对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城乡居

民 “菜篮子”，从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改善生态环境，

保护黑土地，助推吉林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规划立足吉林省情实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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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争

当现代农业 “排头兵”的战略任务，聚焦聚力乡村全面振兴和现

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依据 《“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

发展规划》（农牧发 〔２０２１〕３７号）、《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

年行动方案》（农牧发 〔２０２１〕１０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 〔２０２１〕１

号）、 《吉林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十条政策措施》 （吉政办发

〔２０２１〕１５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 “秸秆变肉”

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２１〕３９号）、《吉

林省 “十四五”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划》（吉政办发 〔２０２２〕６号）

等政策文件，遵循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综合运用经济学、金融

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明确了全省肉牛产业到２０２５年的发展

目标和到２０３０年的远景目标，规划了全省肉牛产业发展的主要

任务、重大工程、重点政策和要素保障，是全省肉牛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一、发展成就与面临形势

（一）发展成就。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以来，全省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施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的部署要求，在产业摆位、政策扶持和行政推动上采取了一系列

得力措施，千万头肉牛项目建设强势开篇，取得突破性进展。

１肉牛产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２０２１年，全省肉牛饲养量

５８０７万头，位居全国第１２位，其中：存栏３３８３万头、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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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４万头。牛肉产量４０８万吨，肉牛养殖业产值４８３７亿元，

占全省畜牧养殖业产值的３３３％。全省肉牛从业人员１００万以

上，养殖场户３３万户，肉牛产业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渠道，

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支撑保障。

２肉牛良种化程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２０２１年，全省共有

国家级种公牛站４个，存栏种公牛５４９头，年生产冻精９３４万

剂，销售冻精８１６万剂，均位于全国首位。全省国家级肉牛核心

育种场４个，存栏基础母牛１２１９头。长春新牧、吉林德信和延

边畜牧３家企业入选 “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占全国７家企业的

３／７，位居全国第一位。

３大项目集聚优势产能充分释放。全省千头以上肉牛产业

化大项目２０９个，万头以上牛场２１个。其中：竣工项目６２个，

肉牛饲养量１９万头；在建项目１０７个，边建边养牛４７４万头；

谋划项目４０个，设计饲养能力５９３８万头。通过国家审核入库

肉牛专项债项目４７个，资金需求２０９９３亿元，其中开工建设项

目２９个，发行债券７７９１亿元，利用债券资金６２８５亿元，占

８０６７％。

４肉牛屠宰加工业持续健康发展。２０２１年，全省肉牛屠宰

加工企业７７家，屠宰肉牛５９９３万头；其中规模化精深加工企

业８家，总产值９９７亿元。新建肉牛屠宰加工项目１１个，新增

产能１０３５万头。中国驰名商标企业２家 （皓月、延边畜牧），

吉林省著名商标和吉林省名牌产品３家 （皓月、延边畜牧、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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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毛牛业）；长春皓月、延边!福和桦甸金牛等３家肉牛屠宰加

工企业通过了第一批 “吉致吉品 （牛肉）”认证。

５肉牛融资机制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在全国率先组建了

“政银保担”联动支牧联盟，到目前全省银行机构创新推出涉牛

贷款产品２００余个，肉牛贷款余额达到２４２６８亿元，同比增长

９８１５％，其中活体抵押贷款累放金额６２４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８６％；肉牛政策性保险在保牛只９５３７万头，增长５６３４％，

保险覆盖面占存栏量的２４９５％，增长８９５％。“政银保担”联

动支牧联盟被评为全国金融支农实践 “十大典型案例”。

（二）发展优势。我省地处东北肉牛产业带腹地，自然条件

优越、肉牛品质优良、秸秆资源丰富、群众养牛基础良好，发展

肉牛产业具有独特优势。

１区位禀赋优势。我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是东北肉

牛带的主产省份。与辽宁、内蒙古、黑龙江相连，并与俄罗斯、

朝鲜接壤，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位置，适合作为东北地区肉牛及

牛肉集散中心，为建立肉牛交易平台提供便利条件。我省处于世

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是国家重要的优质玉米产区和商品粮基

地，连续１０年粮食商品率、人均占有量、粮食调出量和玉米出

口量一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玉米产量和秸秆为绿色肉牛养殖

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粗精饲料来源。

２种群结构优势。吉林肉牛具有国内优势明显的三大优良

种群，即在东部拥有可与日本和牛、韩国韩牛相媲美的延边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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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黄牛群体，西部拥有典型的乳肉兼用型的草原红牛群体，中部

拥有全国最大、改良效果最好的 （中国）西门塔尔牛种群。还有

引进的安格斯牛、利木赞牛、夏洛来牛、海福特牛，以及正在培

育的长白山黑牛、沃金黑牛、桦牛、肉用草原红牛。经过多年持

续改良，形成了全国的优质牛源，我省的肉牛群体质量闻名全

国，基础母牛销往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福建、辽

宁、新疆、贵州等２０多个省份。

３政策赋能优势。农业农村部将我省列为农牧交错带基础

母牛扩群提质示范和肉牛养殖成套设施装备补贴试点省份，明确

“十四五”期间支持吉林省建设全国肉牛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东北区畜禽种质资源基因库和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站；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在牛羊提质增效项目、肉牛产业集群建设和专

项债资金等方面对我省给予倾斜支持。省政府高规格组建了 “秸

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印发了 《吉

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

程的意见》、《吉林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十条政策措施实施细则》

（吉牧联发 〔２０２１〕６号）等政策性文件，明确整合财政、金融、

用地、人才、科技等要素资源，全方位、创新性地支持肉牛产业

发展。

４发展潜力优势。全省土地播种面积年可承载１１亿头标

准猪当量产生的粪尿，目前实际存栏标准猪当量不足３０００万头，

还有３倍多的增量发展空间。吉林省科技强牧联盟和 “政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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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联动支牧联盟正式启动运行，肉牛产业发展面临的科技短板

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有效破解。

５消费需求优势。当前，我国的牛肉消费数量已经跃居世界

第２位，供给处于紧平衡态势。随着城乡居民膳食消费结构不断

改善，逐渐由 “吃饱”转向 “吃好”，更加注重安全、营养、健

康、品质、多样，特别是中高端牛肉消费日益增长。未来５年，

我省如果达到年出栏肉牛４００万头，就相当于为全国现有人口人

均提供１斤多牛肉。随着吉浙、吉京、吉津、吉粤等畜牧业产销

对接和对口合作不断深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空间巨大，为我省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拓展机遇。

（三）制约因素。

１生产方式相对落后。我省肉牛养殖仍以小规模分散饲养

为主，年出栏２０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占比近９０％左右；科技成

果转化利用率低，良种、良法、良舍、良料不配套，科学舍饲育

肥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不高，“吃干秸秆、喝凉水”传统饲喂习

惯未得到根本改变，肉牛生长速度慢、出栏周期长，生产成本较

高，难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２龙头带动能力不强。全省肉牛精深加工企业少，尤其是

缺乏内联农户、外联市场、牵动发展的领军型企业，加工与养殖

之间、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多为简单的买卖关

系，尚未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养殖企业仍以本地卖肉、对外卖牛为主，加工企业无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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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杀、产能闲置。总体看，产销衔接不畅，产业集群度不高，距

离 “不育肥不出栏、不屠宰不出省”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３资源环境约束更加趋紧。随着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的深入实施，肉牛产业发展面临的环保压力不断升级。部

分市县粪污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种养结合不紧密、农牧循环不顺

畅，粪肥还田 “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以玉米为例，秸秆直接

还田还占主导，过腹转化还田政策不配套、机械设备不配套。推

进肉牛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任务仍然较重。规模养殖和精

深加工用地难问题仍然突出，制约了肉牛标准化、集约化和产业

化发展。

４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形势更加严峻。近年来，国内饲料

原料、人工、水电价格一路上扬，用地、环保投入持续加大，肉

牛产业发展进入高成本阶段。伴随消费结构升级，牛肉进入到消

费主导生产的新阶段，作为肉牛产业大省，面对全国大市场强产

能、建基地、保供给，满足健康消费、安全消费和多样化消费需

求，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举全省之力加快推进 “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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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推动肉牛产业规模化、良种化、

标准化和品牌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肉牛产业综合效益和核心竞

争力，推动畜牧业大省向畜牧业经济强省跨越，为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强支撑。

（二）规划原则。

———坚持优先发展。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点，摆上率先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位置，创新政策和信

贷支持手段，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

排，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凝聚合力，补短板、强弱项、扬优

势，充分挖掘肉牛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潜力空间。

———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理

念，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肉牛产业及相关

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实用技术推广，以质量兴牛、品牌强牛

为导向，推动肉牛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坚持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推进源头减排，严格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大力推广农牧

循环和种养结合模式，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的产业结构，强化秸

秆饲料化利用实用技术推广，促进秸秆资源过腹转化，形成粮食

生产、肉牛转化、粪肥还田的生态循环系统。

———坚持融合发展。推进肉牛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步开发，大

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扩

繁、育肥、加工、销售一体化运作，形成养殖基地支撑、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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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动、品牌开发增效的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机制，做到一产

强、二产优、三产活，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更好的发挥产业集聚

效应。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把握肉牛产业发展的规律性和差异

性，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市场等因素，根据中东西部不同特

征，发挥不同优势，加快构建各具特色的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做

到布局科学、重点突出、分类施策、典型引路，扎实推进，久久

为功。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５年，肉牛产业良种化、规模化、标

准化、产业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肉牛养殖大县，建设

１００个肉牛养殖大镇、１０００个专业村、１００００个养殖大户；规划

建设１０大肉牛产业园区，培育一批百亿级、十亿级和亿元级肉

牛产业化龙头企业，打造全国大肉库、全国重要的肉牛种源供应

基地、标准化养殖基地、精深加工基地。

———全省肉牛养殖总规模达到１０００万头。其中，存栏６００

万头、出栏４００万头；肉牛养殖规模化比重达到３０％，肉牛良

种化程度达到９８％。力争经过十年努力实现人均一头牛。

———全省肉牛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２５００亿元。建设１－２家

全国肉牛领军型产业化龙头企业，２０家集养殖、屠宰、加工、

冷链配送于一体的肉牛屠宰企业，２０家省级以上标准化肉牛屠

宰场，基本实现肉牛标准化屠宰和质量安全全程数字化控制，形

成冷链流通、品牌经营、产加销融合等新型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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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吉牛特色餐饮名店达１００家，吉牛特色美食街达

１０条，吉牛专用食材供应基地达１０家，吉牛餐食１０亿元以上

的头部企业达２家，全省牛肉餐食业产值实现２５亿元。

———全省肉牛建成无疫小区达５个，强制免疫病种免疫密度

９２％，免疫抗体合格率７５％。

———饲料化利用秸秆２４００万吨，占秸秆总量的６０％。

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目标总表

序号 指标内容 单位 ２０２１年
基期值

２０２５年
目标值

２０３０年
目标值

１ 肉牛总饲养量 万头 ５８０７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１ 其中：肉牛出栏量 万头 ２４２ ４００ ６００

１２ 种公牛饲养量 头 ５４９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３ 基础母牛饲养量 万头 １９０ ３４０ ４３０

２ 肉牛产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０５０ 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 肉牛良种自主培育率 ％ ６０ ７０ ８５

４ 肉牛生产性能提高率 ％ －－ ５ １０

５ 母牛繁殖性能提高率 ％ －－ １０ １５

６ 肉牛养殖规模化率 ％ １８ ３０ ３５

７ 肉牛标准化示范养殖场 个 ５ １０ １５

８ 肉牛粪污综合利用率 ％ ８０ ８５ ９５

９ 屠宰加工行业产值 亿元 ９９ １５０ ４００

１０ 屠宰加工产能利用率 ％ １５ ３０ ５０

１１ 出栏牛自宰率 ％ ２５ ３０ ４０

１２ 精深屠宰加工比例 ％ ４ ８ １５

１３ 牛肉冷链物流通达率 ％ －－ ５０ ８０

１４ 吉牛餐食业产值 亿元 １３ ２５ １００

１５ 吉牛餐食１０亿元以上的头部企业 个 －－ ２ ５

１６ 吉牛特色餐饮名店数量 个 １０ １０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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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内容 单位 ２０２１年
基期值

２０２５年
目标值

２０３０年
目标值

１７ 吉牛特色美食街 条 １ １０ ３０

１８ 吉牛专用食材供应基地 个 ５ １０ ５０

１９ 秸秆饲料化利用率 ％ ２３３ ６０
保持６０
以上

２０ 秸秆 “高值饲料化”工业示范区 个 －－ ３ ６

２１ 无疫小区 个 －－ ５ ２０

２２ 口蹄疫及布病免疫地区群体免疫密度 ％ ９０ ９２ ９５

２３ 执业兽医数量 人 ７７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４ 年产值５０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 个 １ ２ ３

２５ 年产值５００亿元以上的肉牛产业集群 个 １ ３ ３

２６ 年产值１０亿元以上的省级现代肉牛产业园 个 ２ ５ ６

２７ 国家农业品牌目录 个 １ ２ ４

２８ 肉牛区域公用品牌 个 １ ３ ５

２９ 肉牛企业品牌 个 ３ ５ ７

３０ 肉牛产品品牌 个 ６ ８ １０

３１ 牛肉产品线上销售比例 ％ １０ ３０ ５０

３２ 牛肉产品可追溯比例 ％ ５０ ７０ １００

３３ 肉牛合作社带头人 人 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４ 肉牛家庭牧场经营者 人 １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３５ 肉牛产业基金总规模 亿元 ４５ ５０ １００

３５１ 其中：专项投资基金 个 ２ ４ １０

３５２ 实投企业数量 个 －－ ２０ ５０

３５３ 投资企业总估值 亿元 －－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６ 肉牛产业链上市企业 个 －－ １ ３

三、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

（一）加快构建现代肉牛种业创新体系。统筹中、东、西部

肉牛品种资源和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创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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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品种培育，实现我省肉牛良种繁育体系现代化，将我省打造为

“种源”与 “肉库”并举的肉牛产业超级航母。到２０２５年，全省

基础母牛饲养量达３４０万头，种公牛饲养量达１５００头，肉牛生

产性能提高５％，母牛繁殖性能提高１０％，肉牛良种自主培育率

达７０％，基本建成现代肉牛良种繁育体系。

１完善肉牛良种繁育体系。依托５个国家级种公牛站、４个

国家级核心育种场以及１５个种牛场的种牛资源优势，强化育种

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持续开展品种登记、性能测定等基础育种工

作，构建育种大数据信息系统与数据利用平台，着力提升遗传评

估准确性。重点开展基因组选择技术研究，提升种公牛自主培育

能力，建立 “常规育种＋分子育种＋胚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的种公牛高效选择与培育技术体系，打造以种牛繁育为核心的肉

牛育种体系，从根本上突破 “种源限制”和 “卡脖子”问题，支

撑我省肉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围绕３４个肉牛大县、１００个

大乡、１０００个专业村、１００００个养殖大户，坚持以自繁自育为

主、调入补充为辅，分区域分阶段制定母牛繁育计划，鼓励使用

性控精液，快速提高能繁母牛数量。强化肉牛冷配站点的仪器设

备配置和良种肉牛冻精的质量检测，抓配种保成活。针对存栏数

量较少的延边牛、草原红牛等牛种，重点建立基于 ＭＯ－ＧＳ－

ＥＴ （超数排卵－基因组选择－胚胎移植）的优秀种质扩繁技术

体系，快速提升种群数量和质量。

２实施肉牛种群结构优化提升工程。深入实施 《吉林省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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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遗传改良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吉牧畜发 〔２０２２〕９５号），

优化全省肉牛种群结构，实现整体质量提升，不断提高良种化繁

育水平。东部地区坚持以延边牛、延黄牛品种内选育提高为主

导，发展特色高端肉牛市场；中部地区根据国外优良品种不同特

点，开展简单杂交或轮回杂交，提高产肉量、牛肉大理石花纹等

级，实现牛肉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提升；西部地区发挥草场资源和

品种优势，提升中国草原红牛生产性能，发展草原特色肉牛业，

打造西门塔尔架子牛供应地和高端肉牛 （和牛）供应基地。

３组建新型肉牛种业创新平台。强化吉林省肉牛种业创新

中心、吉林省延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建设。开展肉牛智能化表型

测定技术、全基因组选择技术、遗传评估技术等育种关键共性技

术联合攻关，重点加快人工授精、发情控制、性控冻精、超数排

卵、胚胎移植等优质肉牛快繁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利用基因编

辑、干细胞育种等新型生物育种技术创制新元件、新材料；育成

一批具有我省乃至中国特色的肉牛新品种、新品系；加强延边黄

牛遗传材料保存，保护延边黄牛、草原红牛等地方特色品种；推

动肉牛种源质量赶超国际同类种群先进水平，打造全国肉牛种业

生产供应基地，支撑全国肉牛种源自主可控，抢占国际肉牛种源

制高点。

（二）加强规模养殖和育肥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秸

秆资源优势，着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全方位培育发展家庭

养殖户、家庭牧场、养殖企业、养殖小区。到２０２５年，肉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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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规模化比重达到３０％以上，肉牛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５％以

上，标准化示范养殖场达到１０个。

１打造肉牛养殖高标准示范区工程。积极推动长春皓月、

中农吉牧、城开农投、镇赉和合、通榆吉运、汪清恒天然、前郭

华牛等２０９个产业化大项目投产达效，牵头建设和带动规模育肥

场发展，加速培育打造一批万头牛场、千头牛场，引领提升规模

化、标准化养殖水平。依托３４个肉牛产业大县，重点挖掘规模

养殖户和企业潜力，支持养牛大村退户入区和集中舍饲育肥，打

造一批高标准肉牛养殖示范乡、示范村、示范场、示范户。坚持

“整县推进，全乡 （镇）、全村带动，分户施策”原则，鼓励大

县、大乡 （镇）、专业村、大户建设育肥场，加快提升扩群增量

能力。

２稳步发展规模化养殖。要坚持小规模、大群体、整村推

进、分户饲养模式，持续推动金融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挖掘中

小散户潜力，带动千家万户发展基础母牛养殖。推广 “企业＋基

地＋养殖场 （户）”、 “屠宰厂＋育肥牛场 （户）＋母牛养殖场

（户）”、“种公牛站＋繁改站点＋养殖场户”模式，分类推进规模

化养殖，积极引导养殖场 （户）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养殖配

套，扩大育肥牛养殖规模。加快培育家庭牧场、合作经济组织等

新型经营主体，通过规模化养殖释放新动能，提升产业经营效

率。创建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小农户参

与的产业化联合体，通过统一生产、统一服务、统一营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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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品牌共创等方式，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大力推

广梨树县 “四级书记赛牛、村书记带头养牛”经验做法，鼓励支

持农民和返乡大学生就地就近发展肉牛养殖，增加养殖主体数

量，扩大肉牛群体规模。

３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依托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

建立养殖户、牛源、投入品标号、登记溯源制度，推广群体经济

杂交模式，制订母牛、犊牛、青年母牛、育肥牛饲养管理技术规

范、标准化免疫程序、粪污无害化处理或农牧循环标准。坚持

省、市、县联动，持续开展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按照畜禽良种

化、饲料高值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

无害化和监管常态化的要求，加快建设一批生产高效、环境友

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的肉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建设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规范肉牛常见病诊疗标准、用药标准，严格

按照使用剂量、休药期的要求，淘汰禁用药品坚决不能使用，加

强监督，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推行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加

快推进无抗养殖、工厂化养殖、集约化养殖，打造龙头企业 “第

一生产车间”，力争在生产能力、环境设施、管理和技术集成等

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总结推广伊通县菌酶协同发酵饲料技术

养殖社区互助服务站、通榆县村集体合作社五位一体等模式，加

快推动肉牛健康养殖，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积极探索肉牛生产成套设施装备补贴新途径，提高中

小规模肉牛养殖场 （户）设施装备率。

—５１—



４搭建新型集体经济联合社。县域或乡镇层级试点搭建新

型集体经济联合社，集成发挥集体经济的政策、技术、资金、渠

道、市场、品牌等优势，统筹组织各合作社的业务经营，统一对

接饲料、兽药、农资、农机、信贷等市场主体，统购降低成本，

产品统销优质优价，全链条为农民增收发力。建立新型集体经济

联合社组织管理体系，从目标规划、运营管理、组织体系、业务

模式、供应链管理、金融支持等多方面，为农户及其他经营主体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相关的多样服务，保姆式辅助合作社成员

发展。联合社通过联结龙头企业与农户的中介服务取得服务费，

实现服务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两不误”。

（三）做大做强屠宰加工业。坚持全链条、全利用的产品开

发战略，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

加快肉牛产业补链延链强链。到２０２５年，全省肉牛全产业链总产

值达到２５００亿元，建设１－２家全国肉牛领军型产业化龙头企业，

２０家集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配送于一体的肉牛屠宰企业，２０

家省级以上标准化肉牛屠宰场，基本实现肉牛标准化屠宰和质量

安全全程数字化控制，形成冷链流通、品牌经营、产加销融合等

新型经营模式，肉牛屠宰 “散小乱污”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１优化肉牛屠宰行业区域布局。全省肉牛屠宰厂 （场）数

量以吉林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系统数量为基数，总量控制，上大

压小，减量置换，提升质量。重点支持建设５万头以上屠宰能力

的养、加、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严格限制新建屠宰能力１万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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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肉牛屠宰企业。全省肉牛屠宰设计总量控制在３００万头左

右，过去３年平均实际肉牛屠宰产能利用率不足２０％的县 （市、

区），不再新规划建设供应本地市场的肉牛屠宰企业；在全省范

围内逐步形成以跨区域流通的现代化屠宰加工一体化企业为主

体，以供应本地市场为补充的梯次配置、布局合理、数量适当的

产业布局。

２加快提升肉牛屠宰行业标准化水平。严格屠宰厂 （场）

设置标准，生产布局、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等须达到相关规定要

求，新建改扩建屠宰企业应按照 《牛羊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

范》（ＧＢ５１２２５）等标准进行建设。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

体框架，以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为重要依托，逐步构建我省肉牛

屠宰标准体系。市 （州）、县 （市、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持续

对现有肉牛屠宰企业开展复查审核，持续压减小型肉牛屠宰场点

数量，加快淘汰手工和半机械化小型屠宰场点，依法关停 “三

证”不全、屠宰设施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等不符合屠宰技术

规范和设立条件不达标的肉牛屠宰厂 （场）和小型屠宰点。

３全面推行肉牛屠宰行业动态管理。严格规划审查，新建、

改 （扩）建屠宰企业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按规定履行

建厂前规划约束，并在建成后履行验收、备案等程序。根据屠宰

企业的建设规模、硬件配备条件、卫生安全、工艺流程、质量管

控、屠宰规模和信息追溯等条件，推行肉牛屠宰企业分级管理，

扶持优势企业，淘汰落后企业，有序推动屠宰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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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肉牛屠宰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工程。坚持全链条、全利用

的产品开发战略，引导屠宰企业向产业上下游延伸，向养殖主产

区转移。鼓励Ⅱ型以上屠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发展精细分

割、副产品综合利用、中央厨房及预制菜等项目，推动肉牛产品

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实现多层次加工增值转变。支持县

级以上肉牛屠宰企业向乡镇、村延伸肉品经营网点和冷链配送肉

品销售点，鼓励有条件的肉牛屠宰企业建设冷藏间、低温分割车

间等冷藏加工设施，配置冷链运输设备，逐步形成 “主产区集中

屠宰、全链条冷链配送、主销区冷鲜销售”的肉类销售模式。支

持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大项目企业配套建设标准化肉牛屠宰场，

大力推行屠宰企业集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体化

经营模式。支持屠宰企业整合、兼并重组，推动股份制改造、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融资，打造一批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

的肉牛屠宰产业领军企业。

５加大牛肉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屠宰环节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肉牛屠宰行业监管机制，定期开展例行

监测，不定期开展监督抽检和风险评估，推行肉牛屠宰质量管理

规范，进一步规范肉牛屠宰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建立信息共享和

检打联动机制，积极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突出重点区域、重

点对象，严厉打击流通领域未附具 “两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以及屠宰病死肉牛、注水和非法添加

违禁药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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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犯罪线索，严禁 “以罚代刑”，杜绝 “屡罚屡

犯”。

６加快完善肉牛屠宰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强化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监管系统在肉牛养殖和营销企业中的推广应用，促进肉

牛产品追溯管理与企业经营深入融合，规范好肉牛屠宰企业肉品

品质检验合格证的出证管理。积极对接 “吉牛·云”“动监ｅ通”

等平台，全面推行肉牛屠宰企业开具可追溯 “承诺达标合格证”，

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实现肉牛产品从产地

到市场全程信息化监管。

７打造 “吉牛”特色品牌。成立吉林省畜产品品牌促进会，

开展吉林省名片价值企业品牌评定与公开发布，推动吉林肉牛区

域公共品牌建设，擦亮做响企业品牌，做优做强地方特色品牌，

拓展中高端市场份额。

（四）构建现代肉牛产品流通体系。加强肉牛产品市场基础

设施和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建立 “产地市场＋冷链

运输＋终端销售”的快速流通服务体系，逐步构建产销对接的肉

牛交易市场和牛肉制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促进由运活牛向

运牛肉转变。到２０２５年，建成３个区域性肉牛交易市场和牛肉

冷链物流中心，牛肉冷链流通率达到５０％以上。

１加强肉牛专业化交易市场工程建设。支持在肉牛养殖集

中县 （市）建设产地活牛交易市场，完善集农资供应、活牛交

易、信息发布、产品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肉牛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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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提升舒兰等现代化大型肉牛专业市场，提升辐射面和服务带

动能力。依托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加快肉牛市场交易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条形码、无线射频、全球定位系

统、传感器、移动物流信息、电子标签等技术，制订冷链物流信

息采集标准和规范，购置信息抓取设备和管理系统，提高冷链物

流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建设市场业务结算管理、信息采集发

布、电子交易、物流配送等新功能，配备电子结算、综合管理、

数据交换、质量可追溯、市场信息发布等智能化设施设备，实现

市场交易的可全程无现金、全程可追溯，打造高效、安全和领先

的肉牛线上交易平台。规范活牛网上交易活动，实行 “点对点、

场对场”定向运输、定向屠宰。

２加快牛肉产品冷链物流建设。实施牛肉冷链物流提升工

程，加快冷链加工配送体系建设。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建设肉牛产

品低温加工仓储设施，配备预冷车间、冷库、冷藏车等设施设

备，构建 “无断链”的牛肉冷链物流体系，减少活体跨区域运

输，逐步提高冷鲜肉品消费比重；加强与批发市场、大型超市、

餐饮连锁对接，发展连锁、直销、专柜等实体经营模式，促进线

下销售，推动构建生产、加工、综合利用、梯级增值的产业格

局。加快质量检验和冷链物流公共平台建设，提高牛肉生鲜产品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冷链运输、冷鲜上市，加快肉牛产

品供应由 “调牛”向 “调肉”转变。加强冷链物流技术研发，强

化冷冻、冷藏和数字化管理等冷链物流技术创新。培育和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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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现代化、专业化、智能化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推动物流配送企

业完善冷链配送体系，减少牛肉制品储藏和运输损耗，降低运输

成本，保障运输时效和产品质量。

３打造区域性牛肉冷链物流中心工程。依托全省肉牛产业

园区建设合理布局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在中部、东部、西部分

别建设一个现代化、智慧化、信息化的集牛肉等生鲜产品储藏、

运输配送、现货交易及电子商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牛肉冷链物流中

心 （冷链物流产业园），加快低温冷藏库、线上交易及检验检测

中心建设，提升牛肉产品储藏、运输和配送等冷链物流设施，打

造牛肉冷链物流枢纽。

（五）推进餐食品牌和业态创新。强力推动 “吉牛”餐食品牌

化、特色化、标准化、产业化和连锁化发展，带动 “吉牛”餐食

的市场占有率和溢价能力明显提升，形成省、市、县多层级协同

发展、相互促进的肉牛产业终端业态发展格局。到２０２５年，“吉

牛”餐食业产值达到２５亿元，“吉牛”餐食百亿企业 （集群）数

量达到１个以上，“吉牛”特色餐饮名店数量１００个以上、“吉牛”

特色美食街１０条以上、“吉牛”专用食材供应基地１０个以上。

１提升 “吉牛”餐食业影响力。持续推动京津冀、长三角

以及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与我省中、东、西部肉牛养

殖、屠宰加工合作交流，促进产区与销区精准对接、紧密合作，

构建产销共同体，通过市场需求驱动，加速 “吉牛”餐食特色专

用食材基地建设，迅速提升 “吉牛”餐食影响力。引导鼓励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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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延边畜牧、桦甸金牛、中农吉牧等龙头企业依托完整的供

应链优势，向国内市场发力，加快 “吉牛”餐食产品走出去的步

伐，营造 “白山松水·吉牛飘香”的浓厚氛围。开展 “吉林肉牛

产品名优食材供应基地和餐食特色名店”认定授牌，创新推广

“生产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工企业＋电商

销售”“健康数据＋营养配餐＋私人订制”等模式和民族地区牛肉

特色餐饮门店，加快发展团餐、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引领本土化

终端消费升级，通过连锁店、旗舰店等走向全国。

２突出 “吉牛”餐食特色体系培育。强化餐饮服务风险量

化分级管理指导，鼓励引导长春皓月、延边畜牧、桦甸金牛、中

农吉牧等优势肉牛屠宰加工企业和东巴人、丰茂串城等知名餐饮

企业以及老韩头、大明肉业等牛肉深加工企业开办专卖店、布局

旗舰店、打造连锁店，以 “肉餐一体化”模式保障消费体验，营

造数字化、鉴赏式消费体验场景，让消费者体验养殖、加工、烹

饪的乐趣。探索 “生鲜分销中心＋精细分割＋冷链宅配”“中央

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服务模式，扶持知名连锁餐饮企业开设

社区示范店，让消费者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味道好、品质优的

“吉牛”餐食产品。加快推动相关企业在长春市率先打造以牛元

素为主题的 “牛街”，融入长白山、松花江、黑土地、汽车制造、

冰雪旅游、传统民俗文化等吉林元素，组织省内外知名牛企同步

进入，打造一批皓月、!福、桦牛、长白弘、吉小牧等 “吉牛网

红”打卡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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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施 “吉牛”餐食业人才培养工程。充分利用大专院校

的职业培训基础，联合省内外有影响力、有发展前途的牛肉餐饮

企业联合办学，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素质，迅速为 “吉牛”餐食跨

越发展和广域推广组建食材生产加工、物流配送、餐品烹饪、门

店经营、网络销售等人才大军，积极引导和鼓励现有从业人员与

未来职业人员围绕 “吉牛”创业、拓业。

４推动 “吉牛”餐食品牌与多业态融合发展工程。注重提

升肉牛产品科技含量以及创意包装，利用现代加工技术和装备生

产巩固发展屠宰加工、熟食加工，开发低温牛肉制品、保健牛肉

制品以及方便类、速冻类、休闲类牛肉制品，着力打造具有国内

外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吉牛”品牌餐食系列。重点培育打造

“吉牛”全国连锁餐饮企业、“吉牛”餐食特色名店、“吉牛”特

色美食街、“吉牛”食材原料供应基地，研创一批 “吉牛”餐食

创新名菜，培养一批 “吉牛”餐食创意名厨，使我省肉牛产业优

势进一步凸显，牛肉消费规模和品质进一步提升，把 “吉牛”产

品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以 “吉牛”餐食为媒介，构建 “吉牛

＋”新业态和新模式，积极拓展 “吉牛＋康养”、“吉牛＋文旅”、

“吉牛＋冰雪”、“吉牛＋民俗”、“吉牛＋人才”等新业态，推动

“吉牛”产业与各业态融合发展。加大电商平台支持力度 ，推动

更多 “吉牛”产品实现线上销售。

（六）完善秸秆饲料生产供应体系。紧扣 “秸秆变肉”关键

环节，着力加强科技攻关和推广服务，推动秸秆饲料收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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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存储、饲喂等形成完整链条，逐步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

平。到２０２５年，实现秸秆饲料化率达到６０％以上，建立秸秆

“高值饲料化”工业示范区３个。

１加快推进秸秆饲料收集方式变革。总结推广农安县整村

整屯玉米秸秆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模式，在收取玉米籽粒的同

时，实现高水分秸杆不落地、不粘土直接变成高品质饲料的经验

做法，指导各地重点围绕土地托管合作社、饲料收储公司、肉牛

养殖大场大户，提早布局谋划，整村整乡整县加快推进实施。

２加快推动肉牛健康养殖。总结推广伊通县秸秆生物饲料

养殖社区互助服务站模式。指导各地以养殖大村为主体，以 “千

头牛”为单元，科学布局建设肉牛养殖社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解决臭气熏天问题、氧化应激因素累积问题以及饲料转化效率低

问题。利用现代饲喂技术以及营养调配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肉牛

“吃干秸杆、喝凉水”的传统饲喂习惯，加快秸秆利用方式变革，

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３建立健全秸秆饲料收储运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市县探索

建设秸秆收储试点，让农民用秸秆换饲料、换肥料，提升农民自

主收集秸秆的积极性主动性，确保秸秆应收尽收、应储尽储。指

导肉牛养殖大县建设秸秆储存基地，大力培育秸秆收集、运输、

饲料转化等专业合作组织，打造集秸秆收集、清运、储存、转化

于一体的秸秆饲料化服务体系。鼓励规模以上秸秆饲料生产加工

企业在肉牛养殖相对集中的乡镇建立秸秆饲料配送中心，健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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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种养一体化

经营。组织肉牛产业化项目企业与乡镇、村集体和种植大户进行

对接，整乡整村对秸秆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秸秆饲料的 “中央厨

房”。

（七）健全疫病防控服务体系。规范肉牛疫病预防与控制政

策，加强专业性兽医队伍和升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和升级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化疫病防治功能，建立线上线下

立体化、规范化、数字化的肉牛群防疫生态系统，积极打造安全

发展环境。到２０２５年，规范化肉牛疫病净化措施、设施以及防

疫举措，在全省范围内按照危害程度净化１－２种疫病，建立无

疫小区５个。

１完善疫病预防与控制政策。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完

善养殖户等主体报告疫情的激励机制，指导肉牛养殖、交易、屠

宰加工、无害化处理等各环节从业者主动改善肉牛防疫条件，学

习肉牛防疫知识，健全肉牛防疫制度，主动申报、动态更新肉牛

养殖基础信息，落实强制免疫、清洗消毒、检疫申报、疫情报告

等措施，落实扑杀补偿政策。

２健全疫病防控和兽医服务体系。拓展 “吉牛·云”大数

据平台的农村畜牧兽医服务功能，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兽医技术的

推广和监督，逐渐完善兽医技术推广体系。积极推广伊通县、东

丰县、梨树县 “动物防疫＋保险＋无害化处理”的兽医社会化服

务试点经验做法，依托兽医行业相关企业、社会组织、防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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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等主体，通过搭建金融保险合作平台，加快发展第三方兽医社

会化服务，切实解决好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力量不足问题，全面提

升基层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３规范肉牛疫病净化措施。按照防疫要求，改善肉牛养殖

场环境，配备配齐设施设备。建立科学防疫体系和防疫监督员监

督制度，落实检疫、消毒、免疫接种制度，强化免疫标识和免疫

档案管理，规范肉牛生产废物处理，加快疫病净化体系建设。

４壮大基层畜牧兽医人才队伍。深入实施吉林省养殖大村

兽医培训计划，利用好高素质农民培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

组织开展兽医相关理论、实践等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提升村兽医

实操技能和水平。对取得村兽医资格人员开展学历教育和职业培

训，对符合相关要求的村兽医，免交学费和培训费；鼓励与畜牧

业经济主体深入融合，拓宽村兽医服务半径，在支持村兽医购买

防疫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村兽医兼职收益；通过与村兽医

签订有偿劳务合作协议、开发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不断提高村兽

医岗位吸引力和待遇，保持队伍稳定。激励具有畜牧兽医学历背

景的人才投身到基层畜牧兽医工作，培养一大批具有人才称号的

“教授级”基层畜牧兽医人才。省内各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在公

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中，注重加强对兽医专业人才的补充。

切实打通基层优秀畜牧兽医人才的 “职称”“头衔”以及 “仕途”

晋升通道，保证优秀人才愿意留、留得住、干得好。

（八）构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全域统筹推进畜禽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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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资源化利用，落实规模养殖场备案制度，确保新增规模养殖场

及时纳入监管体系，规模养殖场要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污染

防治设施。扎实开展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规模养殖工艺提升、

粪肥还田综合利用等１１项行动，不断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水平。到２０２５年，养殖密集村畜禽粪污集中收集堆放设施覆盖

率力争达到９０％，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８５％以上。

１建立区域绿色养殖示范区。结合各市 （州）实际情况，

分区域推广 “青贮玉米＋肉牛＋有机肥”“蔬菜＋肉牛＋有机肥”

“林果＋肉牛＋有机肥”等种养模式，大力推广农牧循环、种养

结合模式，建立区域化绿色养殖示范区。支持和推广种养实用新

技术，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多功能、多层次、多途径的新技术模式，打造一批规模大、

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示范基地。发挥典型种养新技术模式引路

作用，带动重点及特色区域推广应用，形成 “科技增效益”的新

发展格局。

２加强收储运能力工程建设。积极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明确政府、企业、种养户各方权利义务，通过内培外

引，因地制宜推行整体委托第三方公司、自行委托畜禽粪污终端

产品消纳企业、个人分散管理运营等不同模式，确保收储运体系

发挥作用。鼓励粪肥公司、经纪人等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粪肥收

储运服务，培育一批专业化、市场化服务主体，充分发挥社会化

服务组织的带动作用，提高已建成的粪污处理中心 （有机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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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屯粪污收集设施利用率。

３强化监管和综合利用。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

利用，健全制度体系，强化责任落实，严格执法监管，指导督促

县级畜牧部门定期向属地乡镇政府下达工作提示单，减少粪污存

量，遏制粪污增量。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主推 “一主三辅”

（以畜禽粪污堆积发酵，通过种养结合的方式就地就近肥料化还

田利用为主，能源化、饲料化和基料化为辅）处理模式，促进粪

污资源就地利用、就近还田、变废为宝。持续开展有机肥替代化

肥行动，加强畜禽粪污还田技术指导和服务，推广全量机械化施

用有机肥，畅通粪污还田渠道。建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联动相关

体系，压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

（九）推进肉牛产业集群化园区化发展。加快推进东、中、

西三大肉牛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打造肉牛产业发展引领区、技术

装备集成区、绿色发展先行区，全面提升产业园区建设质量效

益。到２０２５年，建成５个１０亿元以上省级肉牛产业园、１个３０

亿元以上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３个５００亿级肉牛产业集群，

发展２个产值５０亿元以上的肉牛龙头企业和２个１００亿元以上

的肉牛龙头企业；在肉牛养殖大县培育一批产值超亿元的肉牛企

业。

１加快建设肉牛产业集群。中部地区坚持 “全产业链开发、

全产业链减排、全产业链增值、全产业链融合”的建设思路，全

面提升肉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加工转化、技术集成、品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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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完善现代肉牛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打造 “吉致吉品”肉牛品牌，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肉牛产业集群。东部地区以汪清县、延吉市、敦

化市、珲春市、桦甸市为主，带动周边７个县 （市、区），建设

西门塔尔牛和延边黄牛生产基地，全力把延边黄牛地方品牌培树

成享誉全国的 “金字招牌”“吉致吉品”肉牛核心品牌，建设东

部山区特色高端肉牛产业集群。西部地区主要以通榆县、镇赉

县、大安市、洮南市和前郭县为主，紧密结合白城、松原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实际，充分发挥肉牛产业带户增收功

能，进一步健全完善脱贫攻坚期间实行的带户增收模式和利益联

结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

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的肉牛产业样板群。

２推进国家级肉牛产业园建设工程。加快推动龙井市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打造肉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基地，推动产

业园加快建成 “生产＋加工＋科技＋品牌”的肉牛全产业链发展

体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任务，引领示

范全省肉牛产业园创新发展。引领各类绿色循环畜牧产业示范

园、肉牛产业融合示范园、繁育养殖产业园、肉牛加工产业园等

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努力使肉牛养殖重点县都有符合各自产业特

色优势的产业园区，带动各地肉牛产业发展。

３实施县域肉牛产业园区建设工程。聚集省市肉牛产业发

展资金和政策保障，重点在肉牛大县和肉牛全产业链发展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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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县谋划建设省级肉牛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养殖户 “退户入

园”。

４以 “五区”带动肉牛要素联动发展。以园区化、集群化

为发展载体平台，统筹肉牛全产业链各业态、各要素汇聚。建设

优质肉牛产业发展引领区，统筹肉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基地建

设，汇聚肉牛种业、饲草种植、繁育推广等业态和要素集聚。建

设肉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汇聚肉牛加工、冷链、物流、电

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社会化服务等二三产业发展主体和要

素。建设肉牛现代技术和装备集成区，汇聚肉牛产业技术研发、

肉牛种质资源保护、肉牛技术成果转化、肉牛养殖、加工装备集

成应用等要素。建设肉牛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汇聚肉牛绿色养

殖、品牌创建、质量安全保障等要素，打造种养循环一体化示范

区，为优质肉牛生产奠定基础。建设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创业孵化

区，坚持小规模、大群体、整村推进、分户饲养模式，带动千家

万户走养牛致富的路子。

（十）提升肉牛产业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借助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全省肉牛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

全链条改造升级，重点推进肉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补链、强链和

延链，提升 “吉牛·云”数字化平台的产业功能和金融功能，赋

能肉牛产业向现代化、集约化、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将肉牛繁育、屠宰、加工、存储、运输、销售、服

务等肉牛产业链各环节有机地衔接起来，使各利益方实现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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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与互补，拓展产业提质增效空间。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创新合

作，通过组合手段及科技金融创新方式，打造市场主体诚信体系

和授信机制，着力解决肉牛产业发展的资金、支付、结算、信用

等问题，探索使活牛成为可确权资产，促进肉牛资产的资本化和

证券化发展。

１推进 “智慧养殖”。通过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的物联

网功能，实现智能化的喂养、粪便收集、通风、清洗、地磅、光

控制、水控制、供排水等，以及智能化监控环境、设备等是否出

现异常，智能做出响应和决策，构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管

理。通过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对肉牛饲草种植环境检测、

种质资源数据采集、农事任务跟踪管理等全程数字化、实时化管

理和动态化监控预警。借鉴河南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助力奶

牛、肉牛产业发展经验，结合 “一村一名大学生兽医计划”，参

照 “滴滴”打车模式，通过 “一键呼叫”的方式为养殖场 （户）

提供繁改、兽医、融资、保险、交易、技术指导、政策宣传等综

合性服务，到２０２３年８月完成１０００个、到２０２４年完成３０００个

“吉牛帮”服务站建设，为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提供现代化服务。

２打造健康 “吉牛”。通过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的查询

比对功能，屠宰前读取肉牛身上的ＲＦＩＤ标签信息，确认肉牛防

疫记录等相关数据；屠宰后将肉牛ＲＦＩＤ中信息赋予二维条码

中，进入检疫环节。通过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对肉牛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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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行管理，包括其家族信息、出生日期、性别、毛色、疫病

检测记录、疫苗、消毒等情况。运输前，上传检疫证明、检疫标

志和备案审批手续；运输过程中，车辆管理系统自动记录信息，

同时配合冷链物流定位监管系统监测物流车环境信息、运行路

线、预测到达时间等，并赋予追溯码。建设 “吉牛·云”的肉牛

智慧物流云功能，建立仓储管理、业务协同、订单管理、运输管

理等云系统，实行统一服务认证，为肉牛生产的个人和企业提供

统一服务平台，开展市场需求信息查询、市场供给信息查询、业

务运作管理咨询等相关服务。

３增强数字化肉牛交易和品控的服务能力。基于 “吉牛·

云”大数据平台，构建综合性 “吉牛”产品交易及品控服务平

台。加快 “吉牛·云”的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实现电子商务

运行 “一站化”，为养殖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信息

发布、商务代理、网络支付、融资担保、技术支持等生态化服

务。拓展 “吉牛·云”的肉牛食品安全管控云功能，围绕打造

“吉牛”公共品牌，整合肉牛养殖与加工企业、物流企业、国内主

要肉牛食品企业、主要以肉牛为原料的餐饮企业数据资源，加强

食品安全与营养知识库建设，构建全国领先的食品安全质量追溯、

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媒体监督、消费者参与的社会管理平台。

四、重点政策与要素保障

发展肉牛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力量、研究对策、

调动资源、创新实施、因地制宜地细化重点政策和要素保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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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动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的高效推进和落地见效。

（一）加大财政支持。

１强化财政投入保障。将肉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性、

示范性项目，作为公共财政直接投入的重点，统筹利用中央农业

生产发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动物防疫、省级乡村振兴和各

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等专项资金，调整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

落实好各项财政奖补政策，建立健全财政支持肉牛产业发展的政

策资金保障体系。

２发挥财政金融协同联动作用。积极拓宽肉牛产业发展的

投融资渠道，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对产业类、竞争

性、市场化项目，综合运用专项债券、保险保费补贴、担保费补

助、贷款贴息、风险补偿、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引导带动金融

和社会资本投向规模养殖和屠宰加工等产业升级关键环节。加快

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

格局。

（二）创新金融产品。

１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基金投资肉牛产业。按照 《吉林省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暂行管理办法》 （吉财农 〔２０２１〕６８９号）

和 《吉林省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暂行管理办法》 （吉财农 〔２０２１〕

６８８号）规定，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同产业基金合作设立肉牛子基

金，投资肉牛产业。同时认真筛选符合条件的肉牛产业和种业项

目，做好项目前期储备，待项目成熟后，再按程序申请投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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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化引领、专业化培育、生态化赋能，实现更强更优的肉牛

产业资源配置，促进肉牛产业和肉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２探索肉牛期货模式。联合肉牛养殖户、期货交易所、证

券期货公司等多方力量，以肉牛期货市场价格 （非现货市场价

格）作为肉牛保险产品中的 “价格指数”确定目标价格和赔付标

准，更加精准反映肉牛未来市场预期，提高肉牛保险设计的精准

度，有效保障肉牛养殖者的收入稳定。同时，引入同在期货市场

有相应产品的草料、饲料价格，帮助养殖户及时了解未来牛肉市

场价格走势，合理调整养殖规模和饲养周期，减少因市场波动造

成的损失，降低肉牛养殖风险。

３创新肉牛贷款融资模式。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 《关于金融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银发 〔２０２１〕１３３号），推进

肉牛养殖圈舍备案登记管理，拓宽抵押质押物范围，支持肉牛养

殖圈舍依法合规抵押质押贷款融资。

（三）做好用地保障。

１保障肉牛产业发展用地。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统筹支持

保障肉牛产业发展空间。各市 （州）、县 （市、区）、开发区在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和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考虑规模化肉牛养殖的

需要，结合肉牛产业空间布局，预留用地空间，鼓励引导养殖用

地经营权流转，通过采取弹性供地、点状供地等多种方式满足肉

牛产业发展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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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简化肉牛产业用地手续。各市 （州）、县 （市、区）要认

真落实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

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自然资发 〔２０２１〕１６６号）和 《吉林省

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关于规范

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吉自然资规 〔２０２０〕１号），明确肉

牛养殖项目设施农业用地的划分，合理确定肉牛设施农业用地规

模，进一步细化完善肉牛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管理程序，依法简化

肉牛产业用地手续，提高肉牛产业用地取得效率。

（四）强化科技支撑。

１建设肉牛产业的科技联盟。围绕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

肉牛建设工程，组织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联合开展关键共性技术

攻关，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投资力度和商业模式创

新，拓展和完善 “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的产业功能和金融功

能，提升我省肉牛产业发展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２建设肉牛产业高端科研平台。各科研单位紧紧围绕肉牛

产业发展需求，争取创建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国家肉牛

技术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建设各类符合肉牛产业发展优势与特

色的科技创新型、产学研结合型高端科研机构。

（五）壮大人才队伍。

１落实肉牛人才发展的扶持重点。把肉牛产业专业人才作

为我省乡村人才振兴的扶持重点，把发展肉牛养殖作为农民增收

的重要抓手。面向基层一线建立肉牛人才队伍，加强乡村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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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改人员队伍建设，落实好定向委托培训政策，重点培育一批肉

牛全产业技术人员、家庭牧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支持大学

生返乡创业发展肉牛产业。对从事肉牛养殖、育种、繁殖改良、

加工、营销和疫病防治等肉牛产业人才纳入职称评审、人才称号

评定等方面予以倾斜。

２实施肉牛人才服务的支撑计划。充分发挥我省科教资源

优势，深化学校与行业组织和产业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联合开

展肉牛项目攻关、产品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项目孵化等工作，

共享研究成果，促进肉牛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施免费

农科生 “订单培养”拓展计划、新型职业 “养牛人”培训计划

等，为肉牛产业人才发展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撑计划。

（六）培育经营主体。

１培育肉牛养殖新型经营主体。坚持小规模、大群体、整

村推进、分户饲养模式，带动千家万户走养牛致富的路子。以养

殖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中小微企业等新型肉牛经营主体为重

点，采取信用、担保、股权等多种方式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个人或

企业，给予不同额度的贷款或投资，助力其扩量增收。大力推广

“户繁、企育、龙头带动”的产业模式，积极推广先进繁育技术，

加快培育一批新型母牛养殖经营主体。

２支持肉牛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以实现全省肉牛产业 “一

二级市场联动发展”为总目标，全面启动我省肉牛企业上市 “金

牛工程”。在省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６３—



下成立肉牛企业上市推进小组，由金融、发展改革、国资、科

技、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畜牧、商务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抢

抓国家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的政策机遇，以省内国家级和省级产

业园区内肉牛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为重点，加快推进优秀企业境

内外上市，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企

业利用资本市场提质增效和做强做优。

五、实施保障

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全省优质资源，围绕组织领导、

督查考核、政策引导、宣传推介、专家智库等相关方面，进一步

研究创新举措和实施细则，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体系。

１实施高位统筹，强化组织保障。充分发挥省 “秸秆变肉”

暨千万头肉牛工程领导小组高位统筹作用，更高维度探索农牧循

环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千家万户创富

共富。进一步落实各地政府发展肉牛产业的主导主责，围绕全省

肉牛产业发展需要，配齐工作力量和工作经费，为全省肉牛产业

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２各市县政府对本地区肉牛产业发展负总责。各地区结合实

际，加强本地区畜牧、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金融、科技、

生态环境、乡村振兴等部门沟通协调，制定具体实施规划，抓好

责任落实，加大投入力度，研究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二）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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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确具体任务，细化考核制度。各地要把推进肉牛产业

发展工作列入政府年度工作日程和督查检查考核计划，明确目标

任务和时间节点，制定实施方案和考核评价制度，同步建立常态

化督导考核机制。

２加强跟踪问效，完善奖惩机制。各级督查部门要强化工

作督导，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持续推动规划方案落实。对工

作突出的给予表扬奖励，对工作不力的及时通报批评。建立规划

实施的评估与动态修订机制，适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

测、分析与评估。

（三）做好相关政策联动。

１增强政策的一致性和联动性。坚持全省 “一盘棋”，加快

全链条政策覆盖，加强跨部门政策联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在省

总体政策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台细化实施举措，形成省市县垂

直化和跨部门联动化的政策合力。

２加强法治建设和保障。运用法治方式推动肉牛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加快肉牛产业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的修订

和编制，推动制定品牌发展、高质量发展等相关地方性法规，创

新执法体制机制，提高依法治理水平。

（四）加大典型宣传推介。

１营造良好产业氛围。讲好 “吉牛”故事，培育选树一批

优秀典型，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报刊等主流媒体，大力宣传肉牛产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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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策，营造和引导全省肉牛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２强化全媒体宣传推介。在空间上，全省广泛宣传覆盖后，

再陆续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机场、车站等重点区域。在渠道上，

省内主流媒体大范围推介后，加大通过抖音、快手、网红大Ｖ，

以及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新渠道的推广，加强对 “吉

牛”品牌和 “吉牛”产品的全媒体宣传力度，增加 “吉牛”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五）发挥专家智库作用。

１发挥核心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省 “秸秆变肉”暨千万

头肉牛工程专家委员会作为我省肉牛产业的核心智库，围绕全省

肉牛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重大政策、创新举措、技术创新等方

面，加强提供高站位、全视野、多维化的决策咨询服务，为全省

肉牛产业全方位发展献计献策。

２联合第三方智库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围绕肉牛种业创新、

秸秆饲料化利用、肉牛疫病防控、全链条精深加工、“吉牛”品

牌推广、数字化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强与第三方智库的合作

与联合，不断提高我省肉牛产业的现代化、科技化、绿色化、数

字化发展水平。

附件：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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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规划重大工程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金额
（亿元）

预期养殖
规模
（头）

主要建设内容

１

长春市农牧加工产
业示范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一
期）

４４１

年设计屠宰２０万头。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２０００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５３３８０平方米，包括综合
加工车间、动力中心、综合楼、道路等设
施。

２
长春市绿色循环畜
牧产业示范园项目 ３５９６ ８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６２６００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８４７９０８平方米，包括养殖区、饲料加工
区、粪污综合处理区、农牧加工产业园区
等。

３
榆树市高端肉牛良
种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８５６ ２５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２４９１９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６３９５９３平方米，包括母牛繁育场、肉牛
育肥场、胚胎研发中心等。

４
农安县肉牛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区建
设项目

５８ ８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４３４４１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４８０４４平方米，包括肉牛深加工区、冷
链仓储区、肉牛标准化养殖区。

５
公主岭肉牛良种繁
育综合示范产业园
区项目

５７７８ １４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５５９２０１４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３１２４８６平方米，包括良种繁育基地、饲
料加工基地以及肉牛屠宰加工园区。

６
九台区肉牛养殖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建设项目

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６５２４０５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８５５２９平方米，包括育肥牛舍、隔离牛
舍、ＴＭＲ车间、青贮窖、饲料加工厂、黄
牛交易大棚等设施。

７

吉林市龙潭区大口
钦镇肉牛养殖及繁
育生态循环发展示
范园建设项目

２９５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４４４５６７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１９５２３平方米，包括高标准数字化一体
架子牛舍、隔离牛舍、饲料加工车间、青贮
黄贮窖、粪污无害化处理车间、配套综合服
务楼等。

８

吉林市昌邑区两家
子乡肉牛养殖及繁
育生态循环发展示
范园建设项目

０８ ５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６２８７５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２１３１５平方米，包括牛舍、饲料加工车间、
青贮黄贮窖等设施。

９
舒兰市肉牛产业示
范区项目 １３１９ ８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３９００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３９７６０平方米，包括肉牛养殖基地、肉
牛食品加工厂、反刍饲料精深加工厂、有机
肥生产厂等。

１０
桦甸市农发公司肉
牛产业融合示范园
项目 （一期）

１８８ ２６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４８５６７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４４１５９平方米，包括标准化养殖场、粪污
资源化利用制肥车间、肉牛深加工车间、物
流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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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金额
（亿元）

预期养殖
规模
（头）

主要建设内容

１１
桦甸市国发农业肉
牛深加工产业园建
设项目

０５８

年设计屠宰４５万头。项目总占地面积９０１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８２６４平方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深加工生产厂房、物料库等配套设
施。

１２

蛟河市奶子山肉牛
养殖及繁育生态循
环发展示范园建设
项目

２１２ ５４００
项目总建筑面积７９０３８平方米，包括饲料加
工车间、青贮黄贮窖、无害化处理设施、粪
污处理设施、牛舍等。

１３
磐石市农业产业园
建设项目 ３９８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０８５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１１０００平方米，包括养殖区、数据中心、
研发中心、肉类屠宰加工车间、农产品加工
车间等。

１４
中新吉林食品区肉
牛产业园建设项目 ４５１

年设计屠宰１０万头。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４７７２２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８０８６５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屠宰车间、深加工车间、办公楼、设
备用房等。

１５
双辽市肉牛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建设
项目

５１ ２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８１３１２９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２０４０７８平方米，主要建设母牛繁育牛舍、
加工区生产车间、冷链物流及配套服务区
等。

１６
双辽市万头肉牛产
业示范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４６６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５７３５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３５３７６平方米，包括综合研发区、生产
区、饲料加工区、隔离区、污染区等。

１７
梨树县肉牛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区建
设项目

１１１５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建筑面积７１７４７平方米，包括牛舍、
临时储粪罩棚、精料库、青贮窖等配套设
施。

１８
伊通满族自治县黄
牛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项目

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３５０５３２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２８３３８平方米，分为饲养区和附属配套
设施区。

１９
东丰县乡村振兴畜
牧养殖示范基地基
础设施项目

１８２３ １０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规模包括配套区域及养殖区域，配
套区域地上建筑面积３１９５００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３００２６平方米，养殖区域建筑面积
２５６１３０平方米，包括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
肉牛示范产业园、肉牛屠宰加工厂等。

２０
通化县能繁母牛牧
业养殖园区建设项
目

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４８０２４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３６５４２平方米，包括牛舍、畜禽粪污处
理设施、供电设施、活动场地、供电线路、
地埋式发酵罐、给排水管线等配套工程。

２１

通化市二道江区

１０００头肉牛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０３９ １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４７０００平方米，主要建设园
区标准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满足肉牛规模
化养殖、饲料生产、冷链仓储等产业链项目
入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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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金额
（亿元）

预期养殖
规模
（头）

主要建设内容

２２

辉南县乡村振兴融
合示范产业园及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３８ ５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４５３７５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２７１００平方米，项目建设包括饲料加工
厂、有机肥加工厂、屠宰场、食品加工厂、
冷链物流中心、交易市场。

２３
辉南县金川镇肉牛
养殖产业融合示范
园建设项目

２０２ ３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１８９２４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６５３８３平方米。养殖区包括牛舍、饲料加
工车间、青贮窖、精饲料库房、干草库、检
验检疫用房；加工区包括屠宰加工车间、冷
库等。

２４
白山市浑江区肉牛
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２１ ６５００

项目总占地总面积４６４４８４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５８０３１平方米，包括养殖区牛舍、饲料
加工基地、标准化生产车间等配套设施。

２５
白山市江源区肉牛
产业示范项目 １３７ ２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８１９４６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５００１４平方米，主要为２个肉牛标准化养
殖小区，每个小区的养殖规模为１０００头。

２６

乾安县肉牛养殖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５６８ ３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０７２２４８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２８７６０８平方米，包括１个屠宰分割基地、
１个牛交易市场、１个扩繁基地和９个养殖
基地。

２７
扶余市现代肉牛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一期）

１４７ ７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９０９６６平方米，项目总建
筑面积１７７４００平方米，包括繁育加工配套
建设、道路及硬化、绿化、供水、供电、供
热等附属设施。

２８

扶余市长春岭镇肉
牛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１７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６９６８０６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００３２９平方米，项目建成后，预计饲养
牛数量１００００头，其中育肥牛３０００头，繁
育牛７０００头。

２９
前郭县肉牛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８１９

年设计屠宰２０万头。项目规划用地面积３３２１７７
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２０４８０８平方米，包括
研发综合楼、电商物流中心及附属用房、配
套建设道路及硬化、绿化、供水、供电、供
热等附属设施。

３０
前郭县高端肉牛良
种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１４１１ ２５０００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４２７３９３７平方米，项目总
建筑面积７６４４１０平方米，主要建设标准化
牛舍、研究中心、饲料加工贮藏区、综合辅
助区等。

３１
前郭县现代肉牛产
业融合园区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１０５５ ５８０００

项目用地面积４１００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
８２３３００平方米，项目建设现代肉牛产业融
合园区和销售中心，包括标准化牛舍、饲料
加工贮藏区、综合辅助区等相关配套工程。

３２
前郭县生态肉牛产
业园示范园区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３７ １００００

项目用地面积２２７９４１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３３２４００平方米，包括标准化牛舍、饲料加
工贮藏区、综合辅助区以及道路、硬化、绿
化等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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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通榆县标准化肉牛
养殖园区建设项目
（一期）

４７ １００００
项目包括１０个村建设产牛舍、孕牛舍各２０
栋、母牛舍６０栋、运动场、精料库等。

３４
镇赉县农牧业产业
孵化园区项目 （一
期）

１４３

年设计屠宰１０万头。项目占地面积５８０７５平
方米，总建设面积２７１２０平方米，包括标准化
屠宰厂房、深加工厂房、业务用房、污水处
理站等设施。

３５
镇赉县新解放牧业
园区建设项目 （一
期）

０４ ２０００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２０６５９２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３９３１２平方米。项目新建科研管理用
房、周转房、牛舍、羊舍、青贮窖、干草
棚、精料库、堆粪棚及相关配套的公用工
程。

３６
大安市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万头肉牛养殖项目

５１８ １００００

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７８００００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２４０７６３平方米，包括育肥牛场区、
基础母牛场区、研发销售物流中心、创新管
理基地、实验中心、产品展示中心及旅游设
施。

３７
大安市乡村振兴畜
牧业养殖示范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１４３ ６０００

项目总建筑面积１２３０７６平方米，建设肉牛
牛舍、青贮窖、干草棚、精料库、饲料加工
车间、辅料库、粪污处理及有机肥生产设
施。

３８
大安市舍力镇肉牛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建设项目

３２ １００００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５６５９３１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１１３１１４平方米，包括肉牛养殖区、有
机肥制造区、产品展示销售区，配套工程建
设畜牧兽医室、门卫、设备用房、附属用房
等。

３９

延边黄牛农牧业循
环经济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一
期）

２０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６２４４９４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６１５６２４平方米，一期建设养殖牛舍１２０
栋、养殖配套建筑１１９栋、生活办公建筑５
栋，配套建设场地、绿化工程及围墙等工
程。

４０
敦化市肉牛产业融
合发展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１１５２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２３７７７７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３２０６９８平方米，包括牛舍及配套设施建
筑１９５栋。

４１
和龙市黄牛产业融
合发展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２２ ６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１８５６７８平方米，包括新建
牛舍、堆粪场、农机库房、水泵房、青贮
窖、饲料加工厂房、展销中心等相关设施。

４２
和龙延边黄牛生态
循环发展示范区项
目

１ ２７００
项目总建筑面积２４９８２平方米，包括繁育牛
舍、生活办公区、干草棚、青贮窖、屠宰加
工厂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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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延边黄牛标准化养
殖场建设项目 １１９ ５５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４７５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２８６０６平方米。包括育肥牛舍、母牛舍、犊
牛舍、隔离牛舍、饲料加工车间、饲料库、
粪污处理设施、青贮窖、办公楼、门卫及相
关配套的公用工程。

４４
珲春市延边黄牛集
中繁育养殖示范园
区项目

９７７ ２００００

项目总规划面积２９３２９２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１４８２２０平方米，包括科研区、生产繁育
区、饲料加工与储存区及其他配套基础设
施。

４５
龙井市延边黄牛育
种科技产业园项目 １４４ ２０００

项目建设规模包括配套区域及养殖区域基础
牛舍、草料库、青贮窖、饲料加工用房、牛
粪处理站、深加工车间、排酸库、储运中
心、冷库等设施。

４６
安图县吉旺肉牛产
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４７７ ２０００

项目建设规模包括肉牛养殖区、有机肥制造
区、产品展示销售区。配套建设办公生活区
及场内道路、绿化带、机井、场区围栏、供
电工程、供水工程和照明工程等附属设施。

４７
梅河口市肉牛产业
融合示范园建设项
目

３２２６ ２５５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０１９０６９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８０５１３５平方米，包括肉牛养殖区、肉牛
食品深加工区、活畜交易物流基地及配套设
施。

４８
中农吉牧肉牛全产
业链平台项目 ６４７５ ２０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 （改造）１００个标准化牧场，养殖
２０万头，服务５０万头肉牛。投建３－５个
饲料厂、屠宰场、加工厂。投建吉小牧品牌
网点１万个 （包括移动式门店）。

４９
元盛和牛繁育中心
项目 ２５ ５００００

项目饲养和牛基础母牛和育肥牛５万头，建
设屠宰加工厂。

５０
吉牛云 （吉林）农
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吉牛帮”项目

５ 项目建设３０００个 “吉牛帮”乡村服务站。

５１
中嘉信源吉林省实
业有限公司肉牛项
目

２０ ２０００００ 项目 “十四五”期间拟带户养殖２０万头。

５２
皓月心脏瓣膜生产
项目 １５

项目建设年生产１０万个心脏瓣膜生产车间
及相关设备。

５３
皓月清真肠衣加工
项目 ７

项目建设年加工１０亿米清真肠衣生产车间
及相关设备。

５４
皓月熟食加工扩能
项目 １３

项目建设年加工５万吨熟食加工生产车间及
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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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吉林省吉牛实业有
限公司肉牛项目 １４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２０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１００００平方米，建设２６栋牛舍、肉牛活动
区、综合办公区、饲料库、草料间、加工
间、青贮窖、粪污池、干草棚等配套设施。

５６
长春新牧科技有限
公司农牧循环乡村
振兴产业园区项目

１２８ １２５００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良种繁育、吉牛云大数
据平台建设与应用、“循环种养及土地生态
修复模式”推广应用等。

５７
德惠市厚德牧业肉
牛项目 ３ ６０００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养殖区牛舍、基础设施建
设、场区排水系统等。

５８
牧源农牧专业合作
社肉牛项目 １２ ６０００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８００００平方米，养殖区栋
１２８００平方米，生活区３２０平方米，饲料库
１５００平方米。

５９
桦甸市国发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万头肉
牛项目

４１７ １００００
项目分二期建设，建设牛舍、综合办公区、
设备用房、锅炉房、青贮窖、堆粪棚、粪污
制肥车间，室外配套基础设施。

６０
金牛牧业桦牛种牛
研发繁育基地项目 ２ １５００

项目建设 “吉农桦牛研发中心”项目，坐落
于公司养殖基地。建设期２０年 （２０２１－
２０４１年）。

６１
吉林市温州商会

２０００头肉牛养殖
项目

２ ２０００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牛舍、综合办公区、设备
用房、青贮窖、堆粪棚、室外配套基础设
施。

６２
磐石市茶条沟农业
有限公司肉牛项目 １ １０００

项目以养殖基地为支撑、以乡村旅游为突
破，打造 “种、养、游”相结合的天然生态
牧场。

６３
通化有点牛牧业有
限公司肉牛项目 ２６ ４０００

项目建设青贮窖１０００００立方米，建设标准化
牛舍２７２０００平方米，粪污处理设施２５０００立方
米。

６４

吉林省奥金斯农牧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优质核心种牛繁育
示范场项目

３８４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３６８４００平方米，建设２０栋
牛舍，饲养肉牛１００００头。

６５
镇赉县特色养殖产
业扶贫基地建设项
目 （三期）

１２ １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包括牛舍、青贮窖、干草棚、内部
道路等。

６６
大安市万头肉牛养
殖建设项目 １７ １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包括２１栋牛舍、干草棚、兽医舍、
维修间、固定饲料搅拌站、办公楼、宿舍楼
等。

６７
梅河口市双兴牧业
肉牛繁育一体项目 ２ ２０００

项目建设包括牛舍、青贮窖、干草棚、内部
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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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赛升药业 （吉林安
牛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胚胎移植项目

４ １００００
项目计划投资４亿元，饲养规模１００００头的
胚胎移植项目。

６９
榆树市大愿养殖专
业合作社肉牛项目 ２ ４０００

项目建设包括牛舍、青贮窖、干草棚、内部
道路等。

７０
吉林省南燕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肉牛项
目

３５ １２０００
项目占地２３２６００平方米，建设育肥牛标准
化牛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场。

７１
美利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肉牛项目 １ １０００

项目建设现代化牛舍、化粪池、有机肥生产
线、发酵车间、成品库及相关附属设施。

７２
桦甸市和润牧业有
限公司万头肉牛养
殖项目

４６ １００００

项目占地面积 ７８０００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４００００平方米。主要建设标准牛舍、仓库、
饲料加工厂、粪污处理厂、办公区和服务设
施。

７３
集安市进口牛隔离
场 １ １００００

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３８０００平方米，建设可容
纳１万头成年牛的进境牛羊指定隔离检疫
场。

７４
长岭县兴农投资有
限公司中农吉牧合
作项目

０８ ３６００
项目主要建设标准牛舍、仓库、青贮窖、干
草棚、内部道路等。

７５
长春市九台区国家
级肉牛融合示范产
业园区项目

７７５ １５００００
项目建设存栏总数１５万头超级牧场，１个
３０万头屠宰加工及冷链物流中心，１座５０
万吨反刍动物饲料加工厂。

７６
隆铭牛业高端肉牛
育养加工项目 １５ ６０００

项目建设种群选育、肉牛育肥、产品加工、
终端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大型农业龙头企
业。

７７
启元泰富繁育种牛
科学中心项目 ５ ２００００

项目一期计划投资５亿元，建设封闭式牛
舍、敞开式轻钢结构牛舍、隔离牛舍等，并
配套建设完善的消更室、兽医室、分拣中
心、粪污处理区等设施，

７８
梨树经济开发区肉
牛屠宰产业园区建
设项目

０６５

年设计屠宰１０万头。项目总占地面积２７２１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１４１３５平方米，包括屠宰
车间、待宰车间、冷库及配套场区附属设施
工程。

７９
吉小牧肉牛深加工
产业园项目 １８

项目占地面积６５０００平方米，主要经营生
鲜、速冻调理、烘烤酱卤、预制产品等。日
加工量７５吨。由中农吉牧 （吉林）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运营。

合计 ６２７２９ １５０４８００

—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