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4〕4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 《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

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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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现代畜牧业

2014年度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市都市型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畜禽养殖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改善农

村生态环境质量,按照国务院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郑发 〔2014〕7号)和 《郑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2014年畜禽养殖污染总量减排实施方案

的通知》(郑政 〔2014〕1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畜禽养殖

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保供给、保质量、保环境、惠民

生”发展都市型现代畜牧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为目标,以规模养殖标准化升级改造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

用、无害化处理为重点,以集聚发展、清洁养殖、高效安全为方

向,加快畜牧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畜牧业规模化、标准

化、生态化、科技化、品牌化水平。

二、目标任务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企业投入,以技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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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装备提升为抓手,突出标准化建设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

用、无害化处理,重点扶持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生产基础好,

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畜禽养殖基地,不断增强

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应急供应保障能力和养殖污染减排能力。

2014年力争全市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29.76万吨、23.83

万吨、54.69万吨;完成100家畜禽养殖场 (小区)的污染治

理;进一步加强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

三、财政资金补助原则

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治理项目和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项目,

按照 “先建后补、达标兑付”的原则进行。

补助对象为2014年新建、改建、扩建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标准化改造的养殖场 (小区)和省、市确定的实施污染

治理的养殖场、保障体系建设项目,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007—2013年未享受过政府基础设施补贴的养殖企业,按

照本实施方案补助标准补助资金;已享受过政府基础设施补贴但

建设标准、补助资金低于现行标准,经升级改造后再达标的养殖

企业,按照本实施方案补助标准补足资金;已经享受各级政府基

础设施政策性补助资金,累计达到或超过本实施方案补助标准的

养殖企业,不再补助资金。

四、建设内容和补助标准

2014年市财政资金5000万元,主要用于完成我市100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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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养殖场 (小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任务、升级改造达标的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 (小区)、完善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具体建设内容

和财政资金补助标准如下:

(一)规模养殖场 (小区)环境污染治理

2014年新建、改建、扩建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和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确定的60家畜禽规模养殖场 (小区)(见附件

3),按照畜禽养殖 “六化”、“六统一”建设管理的总体要求,遵

循 “固强补弱”的建管原则,结合实际确定自身创建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的建设内容和规模;能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

时”制度,配套建设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贮

存处理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畜禽养殖排泄物达标排放。项目

完成经验收合格后,财政补助资金按照达标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相应补助标准执行。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畜禽养殖场 (小

区)环境污染治理,包括购置污染处理设备、污染处理工艺研发

等。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财政部关于畜禽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 (小区)建设项目补助标准,市财政补助标准为:

生猪:年出栏1000—1999头的养殖场 (小区)每个财政补

助55万元;年出栏2000—2999头的养殖场 (小区)每个财政补

助80万元;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养殖场 (小区)每个财政补助

100万元。

奶牛:存栏300—499头的养殖小区 (场),每个财政补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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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年存栏500—999头的养殖小区 (场),每个财政补助130

万元。年存栏1000头以上的养殖小区 (场),每个财政补助170

万元。

家禽:产蛋鸡养殖规模 (笼位)常年存栏在10000只以上

的、肉鸡 (鸭)年出栏50000只以上,每个财政补助50万元。

肉牛:年出栏300—1000头的肉牛养殖场 (户),每个财政

补助30万元;年出栏1000—200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 (户),

每个财政补助60万元。优先支持饲养母牛的养殖场 (户),存栏

能繁母牛50头以上。

肉羊:年出栏300—1000只的肉羊养殖场 (户),每个财政

补助25万元,年出栏1000—3000只以上的肉羊养殖场 (户),

每个财政补助50万元。优先支持饲养母羊的养殖场 (户),存栏

能繁母羊250只以上。

申请补助资金必须与养殖规模、改造建设内容相适应,并提

供证明材料。

(二)完善畜牧业保障体系

1.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已建成的防检区域中心站。按国家配

备标准,根据现有的装备情况,补充必要的设备仪器、提升装备

水平、基础设施改造,完善其正常工作能力,每个防检区域中心

站补助标准不超过30万元;

2.依托标准规模化养殖企业,在全市创建20个标准化家畜

人工授精站,配备仪器设备、基础设施改造,每个站点市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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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不超过5万元;

3.对基础设施已建成的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根据现

有的装备情况,按国家配备标准,补充必要的仪器设备,完善其

正常的工作能力,每个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补助标准不超过

60万元;

4.在全市建立4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示范点 (新郑市除

外),探索我市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每个示范点

市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5.在荥阳市建立河南省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示范实

验室,完善设备、仪器,市财政补助资金50万元;

6.为郑州市兽药饲料监察所实验室配备液相色谱—高分辨

质谱仪和离子色谱仪,市财政投资450万元,该项目按 《郑州市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投资条例》有关规定程序执行。

五、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污染治理建设标准

规模养殖场建设标准要严格按照 “六化”、 “六统一”和污

染物零排放建设管理总体要求编制实施方案。

(一)实现畜禽良种化

适应市场需求、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进并推行优良畜禽繁育

和科学饲养技术,选购高产优质高效的畜禽品种,提高饲料转化

率和生产性能。

(二)实现养殖设施化

对养殖场内布局进行科学调整,结合产能变化,对圈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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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和标准化升级,完善设施设备,做到布局合理,满足防疫要

求;因地制宜对圈舍进行标准化设计改造,配备自动饲喂设施,

温度、湿度、光照调节等设施设备,引进养殖过程环境控制技

术,为畜禽生产性能的充分发挥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三)实现生产规范化

根据不同畜种、不同生长阶段的特点,严格按照饲养管理规

程要求,规范养殖场饲养管理,对生产过程、投入品购进和使用

进行监控、记录,建立完整规范的养殖档案、生产记录数据库,

为实现畜产品可追溯体系奠定基础。定期不定期抽取样本送检测

机构进行质量安全检测。

(四)实行防疫制度化

更新改造兽医室等防疫消毒设施设备,制定并执行防疫制

度,实施畜禽疫病综合防控措施,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实现粪污无害化

因地制宜采用沼气厌氧处理、静态通气堆肥等粪污处理技术

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采用农牧结合饲养

技术,配套粪污储存、输送设施设备,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不

具备条件的因地制宜采用粪污处理技术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实

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具体指标应参考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省畜

牧局 《关于印发畜禽养殖业污染源总量减排技术指导意见 (试

行)的通知》(豫环文 〔2012〕99号)进一步细化、量化。污水

和粪便应进行集中处理,其处理能力、有机负荷和处理效率应根

—7—



据建场规模计算和设计,处理后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规定。

(六)实现监管常态化

依照 《畜牧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等投入品使用,

畜禽养殖档案建立和畜禽标识使用实施有效监管,从源头上保障

畜产品质量安全。

“六统一”。即 :统一粉刷墙壁 (省畜牧局统一样板),规范

外部形象;统一场区绿化,规范环境卫生;统一配置消毒防疫设

备,规范防疫设施和技术;统一安装录像监控设施,规范场区管

理;统一档案资料,规范生产记录管理;统一使用环保处理设

备,规范粪污无害化处理。

五种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鼓励模式:

1.蛋鸡和肉鸡养殖场 (小区)采取干清粪、粪便全部生产

有机肥、且无废水排放的,可认定COD去除率100%;

2.畜禽养殖场 (小区)建设治污设施的,无污水排放口,

且所生产的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 (有机肥、沼渣、沼液及经处理

后的污水等)经现场认定完全农田利用 (需配备与养殖规模相适

应的消纳土地,原则上以生猪计每出栏10头不少于1亩土地,

治污设施完全满足养殖规模需求,须提供详实的证明材料),可

认定COD去除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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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禽养殖场 (小区)采取干清粪、粪便生产有机肥、污

水进行厌氧—好氧—深度处理达标排放,且配备了在线监测或视

频监控设备并联网的,可认定COD去除率99%;

4.畜禽养殖场 (小区)采取干清粪、粪便农业利用、污水

进行厌氧—好氧—深度处理达标排放,且出水全部利用的,可认

定COD去除率97%;

5.生猪、奶牛、肉牛规模化养殖场 (小区)采取干清粪方

式,建设废弃物储存设施,无污水排放口,且粪便、污水/尿液

经现场认定完全农田利用 (需配备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消纳土

地,原则上以生猪计每出栏5头不少于1亩土地,储存设施满足

养殖规模需求,须提供详实的证明材料),可认定COD去除率

90%。

六、实施步骤

实施步骤分为企业申报、两级公示、县级审验、计划下达、

市级抽查、财政奖补6个环节。

(一)企业申报

申请补助的养殖场 (小区)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养殖规模

在规定范围内;二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区域内土地使用

规划,基础条件较好;三是具备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出具的 《河南

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四是具备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近两年内无重大动物疫病

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五是具有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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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六是具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审批手续。

自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县级畜牧部门会同县级发展改

革、环保部门根据年度任务和污染治理、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创建

条件初步确定养殖企业,并通知养殖企业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符

合申报条件的规模养殖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标准化示范场

验收标准等文件对现有条件进行评估,确定具体建设内容,提出

需要财政补助的申请,编制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分别报送县级发

展改革委、畜牧部门。

(二)两级公示

对初步确定的养殖企业,县级发展改革委、畜牧部门联合行

文分别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市畜牧局审核。审核确定的建设项目

在郑州畜牧业信息网和县级信息网 (或其它方式)同时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内容为本实施

方案;拟建项目名称、单位、企业法人、建设地点、拟建主要内

容和拟申请的奖补资金。

(三)县级审批、验收

县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县级畜牧、财政部门等组织专家,邀

请环保等部门,审查、论证实施方案,由县级畜牧部门出具项目

审查意见,有关部门出具部门意见或审批手续,县级发展改革部

门批复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单位根据实施方案内容完成建设任务后,报请县级畜牧

部门,由县级畜牧部门组织同级发展改革、财政、环保等部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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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照项目实施方案、查验建设规划图、投资预算、投入发票和

实地查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验收,严格按照 《郑州市现代畜牧业

2014年度建设项目验收评分标准》(见附件5)评定,评定结果

80分以上的为合格 (其中环保得分不低于45分),并形成验收

报告 (见附件6)作为项目补助的主要依据。

(四)计划下达

以县为单位编制项目补助资金申请报告,由县级发展改革、

畜牧部门联合行文 (连同县级批复文件,有关环评等手续作为附

件一并)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市畜牧局,市畜牧局出具项目审查

意见,市发展改革委下达投资计划。

(五)市级抽验

市畜牧局组织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相关专家,按

照实施方案批复建设内容和标准,采取查阅建设档案、资料、票

据和实地踏勘等方式抽查验收。项目抽验率不低于30%,并形

成抽查验收报告作为财政补助的主要依据。

(六)财政补助

待上述程序全部完成后,市财政局依据政府投资计划和市级

抽验结果,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有关规定和要求实施资金补助。

七、保障措施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

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

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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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责任分工

发展改革部门主要负责项目审核、审批,政府投资计划下达

和项目监督检查;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补助资金落实、项目补助资

金使用情况检查监督;环保部门主要负责项目建设有关环保服

务、污染物治理设施技术指导和项目单位环保日常监管;畜牧部

门主要负责项目的组织编报、审核、验收和项目的监督管理等。

各级发展改革、财政、环保和畜牧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管

理使用资金。按照建设标准,各项目单位制定出各自的项目具体

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建设;县 (市、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环保局和畜牧部门负责项目初审,并督促项目单位按照实施方案

建设。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和畜牧局负责项目的抽查

验收。

(二)严格验收、考评

要坚持对项目建设实行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市畜牧局负责

制定相关建设标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组织相

关专家组成验收组,按照各建设项目验收评分标准对项目进行抽

验,有关县 (市、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和畜牧部门

要严格按照各建设项目验收评分标准负责项目初验。

市畜牧局、市发展改革委将按照项目管理有关要求,全面开

展绩效考评工作,重点对项目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最终成

果和绩效目标进行评价,并将适时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

查,加大项目执行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申报资格和任务资金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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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衔接力度。

(三)加强项目资金监管

各级畜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明确管理责任,严格工作纪律,切实抓好项目单位筛选、公示、

验收、补助对象确定等关键环节管理控制,特别是要做好验收工

作的组织管理,严禁流于形式、走过场,要强化资金管理,确保

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要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切实加强项目

管理,资金使用要符合支出范围,会计核算资料要规范、齐全、

有效,项目土建工程建设要有工程合同、竣工验收等资料,并自

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建立台账管理制度

县级畜牧部门要建立项目建设进展台帐,进行跟踪监管。各

相关县 (市、区)畜牧部门于每月5日前,将项目建设台帐 (见

附件2)上报市畜牧局。

附件:1.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编

写提纲

2.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目台账

3.2014年畜禽养殖减排项目名单

4.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目汇总表

5.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目验收评分标准

6.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目验收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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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郑州市现代畜牧业2014年度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编写提纲

一、前言

简要说明项目单位基本情况,明确方案规模,确定工程补助

标准、资金来源,预计新增生产能力或效益。

二、编制依据、原则和任务

1.编制实施方案的依据

2.编制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

3.编制实施方案的原则

4.建设任务

三、项目区概况

1.社会经济状况

2.自然地理条件

3.畜牧业发展情况

4.规模养殖现状

四、项目建设内容

工程规模及建设内容。合计的工程建设内容,例如建沉淀池

****个、沼气池****个,改造圈舍****平方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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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进度安排

制定分阶段目标,直至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总工期为一年。

六、投资概算与资金筹措

1.总投资估算

2.资金筹措

实行中央、地方和受益场 (区)共同负担的原则,说明筹资

渠道及规模。

七、效益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

1.社会效益

2.经济效益

3.环境影响评价

八、建设期管理

1.组织管理

2.资金管理

3.质量进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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