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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政办发〔2022〕21 号

正镶白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2 年正镶白旗肉牛良种繁育专项

推进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现将《2022 年正镶白旗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正镶白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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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正镶白旗肉牛良种繁育专项
推进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提高我旗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水平，支撑和引领肉

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锡林郭勒盟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扶

持办法》及《2022 年锡林郭勒盟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实

施方案》，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草畜

平衡、少养精养的原则，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为着

力点，通过冷配、本交改良、胚胎移植等技术措施，强化种源基

地建设，着力提升肉牛养殖综合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全面提升全旗肉牛良种繁育现代化水平。

（二）目标任务。2022 年，全旗牛冷冻精液配种 4.3 万头

（其中肉牛 4.1 万头、奶牛 0.2 万头），冷配比重达到 61%，良

种繁殖母牛比重达到 38%，繁殖成活率达到 83%；开展胚胎移植

1000 枚试点，繁殖成功率达到 50%以上；巩固提升肉牛核心群

19 群，冷配站点 100 处；完成肉牛生产性能测定 525 头；技术

培训 2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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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布局

农区和南部丘陵区划定为全境冷配区，北部沙区以嘎查为单

位划定集中连片冷配区，采取冷冻精液配种、本交改良配种与胚

胎移植相结合的方式，以推广西门塔尔良种肉牛品种为主，推进

肉牛良种繁育工作。我旗冷配区域有 58 个嘎查（村）、本交区域

有 20 个嘎查，具体为：明安图镇 13 个嘎查（村）、宝力根陶海

苏木 13 个嘎查（场）、星耀镇 23 个村全部划定为冷配区，伊和

淖苏木 5 个嘎查划定为冷配区、12 个嘎查划定为本交区，乌兰

察布苏木 4 个嘎查划定为冷配区、8 个嘎查划定为本交区。冷冻

精液配种选用锡林郭勒盟畜牧工作站统一发放的进口冻精或国

产冻精进行配种，本交改良选用三代以上合格西门塔尔种公牛进

行配种，奶牛选用优质高产奶牛冷冻精液细管进行配种，选择符

合胚胎移植条件的牧户开展 1000 枚胚胎移植试点。

三、重点工作

（一）加强肉牛冷冻精液配种力度

一是巩固提升冷配站点。按照冷配区域和本交区域布局，因

地制宜增加和调整标准化冷配站点（即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有完

整的冷配器材、有完善的配种记录档案）建设，配齐设备耗材，

提高技术员的技术素质，强化技术服务，提高母牛冷配受胎率，

逐步扩大冷配覆盖面。年内，巩固提升冷配站点 100 处，冷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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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达到 61%。

二是加强技术培训。结合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工程，切实抓

好技术培训和指导，严格规范操作规程，鼓励推行冷配技术上岗

证制度，加强胚胎移植技术培训，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培养一支

高素质的良种肉牛繁育专业技术队伍。

三是强化种公牛管理。全境冷配地区或集中连片冷配区要对

公牛进行清群，全力推进全境无公牛建设。

四是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等途

径，以及通过举办评比展示会、观摩会等方式，广泛宣传冷配工

作开展好的苏木镇和农牧户的先进经验做法，做到学有样板，学

有典型，把农牧民的思想统一到肉牛良种繁育宗旨上来，提高农

牧民对“养牛要改良，良种要良养”重要性的认识。

五是做好后勤保障。切实做好良种肉牛冻精采购和发放工作，

强化冻精使用属地管理责任，准确掌握器材设备、液氮使用情况

等底数，及时补充更新，保障配种物资足额供应。年内，计划使

用国产冻精 3 万支，进口冻精 3 万支。

（二）加强本交改良力度

一是做好种公牛普查鉴定。摸清本交区改良种公牛养殖底数，

做好普查鉴定、建立完善系谱档案，及时淘汰劣质公牛。加大宣

传肉牛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农牧户养良种畜意识，按照 1：2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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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母比例，加大合格种公牛盟内调剂力度，提高本交改良种公

牛质量。

二是抓好能繁母牛普查鉴定。进一步加强春季能繁母牛普查

鉴定工作力度，及时准确掌握良改母牛存栏，做好良改母牛养殖

档案。进一步落实了肉牛扶持政策，加大劣质能繁母牛淘汰力度，

优化畜群结构，加强盟内调剂引进工作力度，控制良改母牛外流。

（三）强化肉牛种源基地建设

一是巩固提升肉牛核心群建设。严格按照肉牛核心群建设标

准及管理办法，鼓励申报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家庭牧场、牧业大

户，做到合格一群，验收一群，切实提高核心群准入门槛。加强

核心群的鉴定整群、建档立卡、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等关键环节，

提高供种能力，加大盟内调剂力度，解决本交改良种公牛更新需

求。年内，巩固提升肉牛核心群 19 群，计划新建肉牛核心群 3

处。

二是加快推进种牛场建设。进一步强化种牛场标准化建设、

规范化生产，建立健全饲养管理、育种计划、系谱档案、疫病防

治、性能测定等各环节要素，逐步提升种牛场整体生产水平，有

效提高制种能力。年内，建设优质良种肉牛核心育种示范基地

（500 头母牛规模的种牛场）1 处，引进国内纯血西门塔尔种母

牛 40 头、种公牛 10 头，同时从当地购买 160 头受体牛开展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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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工作。

三是做好生产性能测定。重点实施全旗良种肉牛数字化管理

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对 15 处肉牛核心群进行数字化改造，开展

生产性能测定，采集生长发育指标数据，实现肉牛估计育种值的

测算。年内，完成肉牛生产性能测定 525 头，配套建立肉牛系谱

电子档案。

（四）加强肉牛饲养管理

一是创建饲养管理典型户。积极引导农牧户树立算账养畜、

科学饲养的理念，持续创建一批标准化养殖、集约化管理、精细

化饲养的肉牛饲养管理典型场户，以点带面、典型推广，切实转

变广大农牧民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年内，创建肉牛饲养管理典型

户 4 个，繁殖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二是推广肉牛养殖新模式。通过组织观摩、现场培训、媒体

宣传等方式，积极推广肉牛卧床、挡风墙、TMR（全混日粮饲喂）

技术、饲草料配制等节能增效实用技术，进一步提高养殖环节机

械化、智能化程度，实行科学饲养、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

益。

（五）推动乳肉兼用牛养殖

紧紧围绕奶业振兴总体思路和“十四五”奶业竞争力提升行

动方案，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结合政策扶持、产业发展，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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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开展乳肉兼用型西门塔尔牛冷冻精液配种，扩大养殖规模，提

高养殖效益，推动乳肉兼用牛成为我旗奶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六）做好技术服务培训

加强育种、繁育、饲养、育肥等实用技术培训，整合技术力

量，以购买服务的形式组建技术服务团队和开展胚胎移植。加大

对规模化养殖场和肉牛核心群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力度，提高生

产能力，规范管理制度。年内，举办实用技术培训 200 人次。

（七）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

积极在旗内开展形式多样的良种畜评比、展示、交易等活动，

同时，选好优秀品种，做好参加全盟赛畜会的准备工作，并加强

各苏木镇互相交流，开展实地观摩、现场学习活动，互相取长补

短，促进肉牛良种繁育工作。

四、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召开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任务目标；开展能繁母牛和种公牛普查鉴定，冷配

区（户）种公牛清群和管理，落实冷配站点和技术 员等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5 月 1—9 月 30 日）。开展冷配、种

牛场（核心群）验收、生产性能测定、督促检查，并举办技术培

训和各类宣传推广活动。

（三）总结验收阶段（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在完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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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抓好秋季出栏、引进调剂等工作，做好肉

牛扶持政策项目验收、总结全年工作完成情况。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

进工作是一项直接关系到带动农牧民增收、促进农牧业经济增长

的系统工程，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要抓手和

着力点，各苏木镇要充分认识实施良种肉牛专项推进工作的重要

意义。为此，旗政府成立全旗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相应调整组织机构和人员，专项推进。各苏木镇也要相应组

建组织机构，全面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把各项任务和指标分解

压实，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目标。

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责任：充分发

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利用微信群、宣传平台、广播、电视等新闻

媒体，大力宣传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的目的意义；充分利

用科技下乡、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良种畜评比会等活动，开展

对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集资金；协助苏

木镇做好冷配区公牛清群、扫尾种公牛的组群管理工作和种公牛

普查鉴定工作。

苏木镇主要责任：组织召开由嘎查村长参加的专题会议和各

嘎查村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动员大会；成立肉牛良种繁育

http://www.baidu.com/link?url=nHRNL4gDgWvVoHYkMFDUIflUBNnqjpBEur1lYRUKBV-SEeaw8DJOCfAGE4Dth-KL4hp9bYii8d2q2BfIGV4fjrcQ2EFXwIpmFMubQI9hg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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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推进工作推进小组，制定苏木镇、嘎查村、农牧户责任制度；

把任务分解落实到嘎查村、农牧户，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组织

协调技术人员做好种公牛普查鉴定工作和扫尾种公牛的集中管

理工作；组织苏木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嘎查村防疫员按照方案规定的时间内把本辖区内的公牛全部清

群；制定公牛清群，本交区公牛淘汰、调剂补充工作安排和种公

牛管理办法；制定本苏木镇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安排；做

好苏木镇各种数据软件工作，协助嘎查村搞好此项工作；实行行

政领导包片、干部包嘎查村制度，配备专职统计员，每月 15 日、

30 日以前向旗专项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进度情况。

农科局责任：搞好任务分解落实工作；督促检查业务部门工

作进度，技术服务；负责制定各项工作方案，做好信息反馈工作，

指定专人负责，定期上报进度；组织协调相关业务部门，加强配

种站点的建设、母畜补饲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对本交区种公牛不

足的嘎查进行引进调剂和冷配区的公牛清群及扫尾种公牛的组

群管理工作；加强扫尾种公牛的管理和公牛清群工作，并组织人

员调剂引进良种母牛、种公牛工作。

畜牧工作站责任：负责全旗配种员的培训工作；负责冷配站

点建设工作，冷配站点布局要合理，购置肉牛冷配工作所需器材

设备、液氮、精液，确保所需物质的供应；对配种员进行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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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建立健全各种档案等软件工作；定期上报工作进度（每月

15 日、30 日上报进展情况，旬报要专人负责，及时准确）；加强

种公牛清群工作的技术指导，调剂引进良种母牛、种公牛的档案

管理工作。

包片技术人员责任：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协助所包片的苏木

镇、嘎查村搞好能繁母牛、种公牛普查鉴定及清群工作；

负责所包片内技术巡回指导；协助配种员搞好档案建立工

作；定期上报所包片苏木镇工作进度情况；保证受配率 85%，受

胎率 85%。

配种员责任：熟练掌握冷配技术；严格按照肉牛冷配技术规

程操作；对细管冷冻精液进行质检，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反馈；

指导农牧民掌握观察母牛发情的要点；准确鉴定发情母牛，选择

适宜时间及时输精，不得出现误配和漏配现象，情期返情率控制

在 20%以内；做好配种记录，产犊调查记录，不得弄虚作假；坚

守岗位，确保配种室和配种器械的清洁卫生；保证冷配母牛受胎

率达到 85%以上。

信息员责任：做好农牧民宣传教育工作；搞好档案软件管理

工作；负责本地区的信息报送和上传下达工作；定期上报工作进

度。

嘎查、村责任：组织召开全嘎查村肉牛核心群户、养牛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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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牧场、合作社法人参加的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动员大

会；配合苏木镇技术人员逐户准确核实能繁殖母牛（包括新三岁），

按能繁殖母牛实际头数逐户落实冷配任务；做好对农牧民的宣转

教育工作，切实解决好农牧民和冷配技术员的配合问题；按照全

旗统一安排，合理布局冷配站点，落实技术人员；搞好公牛清群

工作；详细掌握需清理的公牛中育肥、去势的数量，落实育肥的

地点和方式；经常深入农牧户，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保证本嘎查村的能繁殖母牛冷配受配率达到 85%以上。

农牧户责任：积极参加嘎查村召开的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

工作动员大会，如实提供能繁殖母牛头数（包括新三岁）；按照

旗实施方案的统一要求，积极配合公牛清群工作；积极与技术员

配合。坚持早晚两次观察牛群，发现发情母牛及时通知技术人员，

并负责发情母牛的抓拴和保定，同时保留输精后的细管；加强基

础母牛的饲养管理，确保正常发情，提高发情率和受胎率；按标

准及时支付技术员服务报酬；保证冷配母牛受配率达到85%以上。

（二）加大资金投入，为肉牛产业提供保障。资金投入是肉

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重要保障。政府进一步优化肉牛扶持政策，在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上追加旗本级财政资金，加大扶

持力度。将肉牛良种繁育专项经费（原黄改经费）列入地方财政

预算，在保证不低于去年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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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专项推进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拓宽视野，扩大招商引资，

积极协调金融部门安排信贷资金，切实解决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

进工作投入不足问题。

（三）强化科技支撑，提升产业服务水平。探索建立以科技

支撑产业发展长效机制的新路子，围绕工作需求，积极与行业专

家、学者、技术团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我旗肉牛产业育种、

繁育、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集成、

试验和示范提供技术支持。

（四）加强督促检查，促进工作落实。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

进工作领导小组要按照职责范围，制定检查督查方案，做好督查

和年度考核工作。专项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组织协调，

组织有关部门，根据阶段性工作安排情况进行适时督促检查。肉

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实行半月上报制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

各苏木镇要安排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专项负责工作进度上报、

总结等工作，确保工作有人抓、任务有人落实。

附件 1：2022 年全旗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任务分解表

附件 2：2022 年全旗肉牛良种繁育专项推进工作各阶段工作

台帐

附件 3：2022 年正镶白旗冷配区域和本交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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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正镶白旗畜牧工作站包片技术人员

附件 5：各苏木镇冷配站点及配备冷配技术员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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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镶白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