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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州药业中药提取设备安装完成

养殖事业部年终总结会议召开

并联合华中农
大、青农大中
医药专家对中
兽药进行研究
和试验，在绿
色养殖、健康
养殖领域取得
了显著成效。
中药具有
成本低廉、纯
天然性、多功
能性、毒副作
用小、无耐药
性和低残留等
独特的优点，
作为抗生素的
替代品能有效
本报讯 “公司新引进的中药提取设 保证肉食品安全、提高畜禽健康水平。同
备已安装完成，预计 12 月底可试生产。” 时，中兽药在病毒防治、呼吸道和肠道等
12 月 10 日，绿州药业朱强高经理对新安装 疾病的治疗上，能从根本上祛除病源，有
化药不具有的独特优势。设备投产后，对
的中药提取生产线设备进行验收。
近年来，绿州药业不断加大科研和设 提升产品品质、有效提高养殖成功率、增
备 投 入 ， 推 进 产 品 升 级 ， 先 后 引 进 病 理 加养殖产业效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邵珠峰)
学、药理学、中药学等各学科专业人才，

1 月 15 日，养殖事
业部 2013 年度总结暨表
彰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各养殖场场
长、技术场长、技术
员、设备科长等管理人
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养
殖事业部总经理胡标主
持。
各养殖场场长汇报
了上年度各场养殖和整
体运营情况，深刻剖析
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胡总作总结发言，他指出， 2013 年是肉鸡养殖不平凡的
一年，禽流感、气候异常、经济低迷等外在因素给养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事业
部全体员工紧盯生产目标，强化管理，团结协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扩大
规模、细化管理、提高效益”的目标。自年初以来，养殖事业部推行标杆管理制
度，严格执行肉鸡标准化饲养管理体系，各场定期交流、总结生产经验，推广优秀
做法，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胡总指出，新的一年各养殖场要紧紧围绕公司的战略目标，在精细化管理上下
工夫，严格执行标准化饲养管理体系，落实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做到目标明确，方
法得当，执行到位，责任到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会议最后，根据《养殖事业部
标杆评选管理制度》，对标杆场长进行了奖励，二场场长曲增旺、五场场长苗德
友、九场场长朱学伟获得奖励。
(陈富梅)

《肉鸡生物环保养殖科技示范园》
项目获市科技局认定和支持
近日，山东绿洲农牧有限公司
与临沂市科技局、沂水县科技局联
合签订了 2013 年度临沂市农业科
技示范园项目合同书，公司申报的
《肉鸡生物环保养殖科技示范园》
项目顺利通过审核，并得到 10 万
元科研经费支持。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以环境优
美、设施先进、技术领先、品种优
新、高效开放为特点，代表现代和
谐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亮点工程。该项目

是公司在肉鸡标准化养殖的基础
上，对养殖模式又一次积极地探索
和创新。项目总投资 1200 万元，
以科技开发、示范、辐射和推广为
主要内容，针对肉鸡规模化养殖、
成本降低、无药残生产等瓶颈问
题，充分利用公司的人才和技术优
势，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户进行
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养殖，提
高养殖效益，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
(苗德全)

中国白羽肉鸡产业联盟在京成立
2014 年 1 月 8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
会白羽肉鸡联盟在京成立。
中国白羽肉鸡产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
始起步，以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在中国立足，
已发展成为农牧业领域中产业化程度最高的产
业。肉鸡产业还解决了 2286 万人就业，提高
农户、产业人员收入 500 亿元，创造产值超过
3000 亿元，同时也促进了包装、运输、餐
饮、防疫、兽医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解决
“三农”问题，促进城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白羽肉鸡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鸡肉成了中
国第二大肉类消费品。成立产业联盟，整合利
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发挥行业的合力，带
领中国白羽肉鸡产业走出阴霾，走向快速、健

成功的销售员
文/杜照金
一个乡下来的销售员去应聘城里
“世界最大”的“应有尽有”百货公司
的销售员。
老板问他：“你以前做过销售员
吗？”
他回答说：“我以前是村里挨家挨
户推销的小贩子。”
老板喜欢他的机灵：“你明天可以
来上班了。等下班的时候，我会来看一
下。”
一天的光阴对这个乡下来的穷小子
来说太长了，而且还有些难熬。但是年
轻 人还 是熬 到了 5 点 ，差 不多该 下班
了。老板真的来了，问他说：“你今天
做了几单买卖？”
“一单，”年轻人回答说。
“只有一单？”老板很吃惊地说：
“我们这儿的售货员一天基本上可以完
成 20 到 30 单生意呢。你卖了多少
钱？”
“ 300 ， 000 美元，”年轻人回答
道。
“你怎么卖到那么多钱的？”目瞪
口呆，半晌才回过神来的老板问道。
“是这样的，”年轻人说，“一个
男士进来买东西，我先卖给他一个小号
的鱼钩，然后中号的鱼钩，最后大号的
鱼钩。接着，我卖给他小号鱼线，中号
鱼线，最后是大号鱼线。我问他上哪儿
钓鱼，他说海边。我建议他买条船，所

以我带他到卖船的专柜，卖给他长 20
英尺有两个发动机的纵帆船。然后他说
他的 大众 牌汽 车可 能拖不 动这么 大的
船。我于是带他去汽车销售区，卖给他
一辆丰田新款豪华型‘巡洋舰’。”
老板后退两步，难以置信地问道：
“一个客户仅仅来买个鱼钩，你就能卖
给他这么多东西？”
“不是的，”乡下来的年轻售货员
回答 道， “他 是来 给他妻 子买卫 生棉
的。我就告诉他‘你的周末算是毁了，
干吗不去钓鱼呢？。
最厉害的销售就是在于精确的引导
出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一味的去推销产
品， 因为 没有 需求 就一定 不会存 在销
售。选自《中华网》

康和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这也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白羽肉鸡联盟是由白羽肉鸡养殖、加
工等龙头企业，下游大型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业
或机构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将组织专家
学者和业内人士，对肉鸡产业在农业结构优
化、解决“三农”问题、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生态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行研究部署，力争
实现中国肉鸡产量翻番。同时，联盟将与行业
专家、学者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将学
术智慧与产业化、商业化运作深度结合，推动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选自《京郊日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 12 月 23 日至 24
日在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若干意见( 讨论稿) 》，以下为摘选内
容。
【食品安全】：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会议强
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
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食
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首
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要把住生
产环境安全关。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
的，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解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说，随着生产能力提高，数量已经
不成问题。难在质量，回应百姓需求、解决
社会性问题，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要治理
农业生产源头，严禁滥用农药化肥等投入
品。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秦富认为，今后，从田间到餐桌，从源头到
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整个产业链要有严
格的安全生产规范，要更加完整、系统、安
全，实现全覆盖。
【粮食安全】：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
粮
会议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
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
中国粮， 18 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
解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
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我国历年来对
粮食安全都是高度重视，此次也是如此，但
重点更加明确，强调口粮的主动权。让农业
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农民种粮有利可
图，掌握粮食的主动权。
【谁来种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
关于“谁来种地”，会议指出，核心是
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
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解读：专家们认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对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深远。
“一家种几亩地，留不住农业人才。要
规模化经营才能让农业有奔头、才能让农民
成为体面职业。规模化跟工业化、城镇化相
关，随着人员转移，一些人不愿意再从事农
业，可以通过流转方式把土地租给新型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租金。”郑风田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
说，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新型主体。目前这 4 种类型的新型主体
仍处于初步培育阶段。国家要加强培训、提
供政策支持，通过新型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
选自《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