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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资讯
1．Precision feeding may lower pig dietary protein needs, nitrogen
excretion(精确喂养可降低猪的日粮蛋白质需要量、氮排泄量)
简介：Swine precision feeding systems may need new methionine to lysine ratios, however,
the individualized system may allow for swine production with lower protein feeds while
supporting gain, researchers say.
来源： Feednavigator 官网
发布日期:2019-8-28
全文链接:
https://www.feednavigator.com/Article/2019/08/28/Precision-feeding-maylower-pig-protein-needs-nitrogen-excretion

2．中国猪肉进口格局巨变，巴西有望成为最大受益国
简介：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及主要的玉米生产国，其低廉的饲料原料及较高
的养殖水平，使巴西猪肉在全球具有显著的价格优势。随着中国猪价进入“牛市”，全
世界养猪的国家都盯上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生猪生产及消费国，
由于今年生猪产能下降，猪肉供应紧缺，猪肉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2018年，中国进口冻猪肉119.3万吨。业内预计，2019年进口量将达到200万吨，同比增
长67.6%，有望刷新2016年162万吨的进口量。另据海关最新数据，今年7月，全国猪肉
进口数量为18.2万吨，较上一个月增长13.56%，较去年同期增长106.69%，即同比多进
口9.4万吨猪肉。布瑞克&middot;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称，由于巴西具有充足
及低廉的饲料原料，加上养殖水平较高，未来具有极大的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猪肉进口
来源国。
来源： 食品伙伴网
发布日期:2019-09-03
全文链接:
http://news.foodmate.net/2019/09/532403.html

3．152亿！东方希望、巨星集团共计500万头生猪项目签署
简介：关于生猪投资热潮持续进行中，本周两笔投资均达到70亿以上，其中巨星集团76
亿，东方希望也拟投相同数额建200万生猪产业项目。总投资76亿元!乐山市引进百万生
猪养殖项目。此次乐山市引进了两家产业化龙头企业——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
四川特驱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2个《百万生猪养殖项目》。两个项目计划在
3到5年时间，总投资76亿元，建成后将实现年出栏生猪300万头。其中，四川巨星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将在乐山市构建起良种猪繁育、商品猪生产、饲料加工、屠宰加工以及种
养产业园区五大体系;四川特驱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在乐山地区大力发展美好家庭
农场，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生猪养殖。8月23日，(黑龙江)齐齐哈
尔市梅里斯区200万头生猪养殖加工项目举行4个场区集中开工仪式。该项目由东方希望
集团投资兴建。东方希望集团是集农业、重化工业产业链等为一体的特大型民营企业集
团，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此次集中开工的生猪养殖加工项目先期计划总投资35亿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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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猪养殖场、饲料加工厂和原料种植基地，预计3年全部建成，项目于2017年签约，
占地约8000多亩。项目今年计划投资5.6亿元，在岗子村、地房子村建设养殖场区2个，
饲养生猪26万头，在新林建设繁育场1个，饲养种猪1万头，在嫩水农场建设饲料加工厂
区1个，年加工饲20万吨。后期按照东方希望集团未来发展规划，计划再投资40亿元，
建设生猪屠宰加工厂。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较大的现代化生猪养殖加工销售示
范基地，带动周边村屯发展饲料种植10万亩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00亿元左右，税收
5亿元左右，带动就业1500余人，为齐市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凝聚新希望，拉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包装等行业的全产业链
发展。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发布日期:2019-09-02
全文链接:
http://www.feedtrade.com.cn/news/enterprise/2019-09-02/2033243.html

4．First-ever Swine Innovation Summit coming soon(第一届猪创新峰
会即将召开)
简介：The National Pork Board (NPB) will host the inaugural Swine Innovation Summit in
Indianapolis, Ind., on Sept. 17, 2019, as a special event prior to the Forbes AgTech Summit
Indianapolis. NPB leaders will attend the Sept. 18-19 Forbes AgTech Summit as part of its
ongoing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THRIVE Midwest Challenge.
Forbes and SVG Ventures-THRIVE are founding partners of the AgTech Summit and partner
with AgriNovus Indiana, Corteva, Elanco Animal Health, Land O’Lakes and Purdue University
to provide networking and showcase opportunities in the Midwest. NPB said today’s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are undergoing explosive change, and the animal agriculture industry
needs to prepare in order to keep pace. The Swine Innovation Summit will focus on three key
drivers of change: emerging technology, new and dynamic business models and consumer
behaviors that affect shopping preferences and food choices. “Today’s consumers literally
carry supercomputers in their pockets and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both accurate and
misleading that they leverage in making on-the-spot purchase decisions,” NPB director of
emerging technology Andy Brudtkuhl said. “In the span of a few short hours, we intend to
educate today’s pig farmers on what they need to know and how they must adapt to the
changing world in which we live.”
来源：FeedStuffs官网
发布日期:2019-08-27
全文链接:
https://www.feedstuffs.com/news/first-ever-swine-innovation-summit-comingsoon

学术文献
1．腹泻仔猪与健康仔猪粪便菌群多样性的比较
简介：本试验旨在探究腹泻仔猪与健康仔猪粪便菌群多样性及结构的差异。采集同等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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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条件下的8份腹泻和8份健康哺乳仔猪的粪便样本,利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健
康仔猪和腹泻仔猪粪便菌群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健康仔猪粪便菌群的多样性高于腹泻
仔猪(P<0.05);与健康仔猪粪便菌群组成相比,腹泻仔猪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的
相对丰度增加(P<0.05),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降低(P<0.05);在属的分类水平上,
腹泻仔猪粪便中埃希氏-志贺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和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
的相对丰度高于健康仔猪(P<0.05),而拟杆菌属(Bacteroides)、Lachnoclostridium和
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低于健康仔猪(P<0.05)。综上表明,腹泻仔猪与健康仔猪粪
便菌群的多样性和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埃希氏-志贺菌属的相对丰度显著增加可能是仔
猪腹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源：中国知网
发布日期:2019-08-10
全文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E/80/Csgk0F1uA3qAWO7fACQI252swnw0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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