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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资讯
1．农业农村部：2月能繁母猪同比减少19%
简介：3月15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19年2月生猪存栏信息，其中2月生猪存栏比去年同
期减少16.6%，比上个月减少5.4；能繁母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9.1%，比上个月减少5%。
来源：中国畜牧网
发布日期:2019-03-16
全文链接:
http://www.chinafarming.com/axfwnh/2019/03/16/0356191588.shtml

2．U.S. seizes 1m pounds of smuggled pork from China(美国缴获
100万磅从中国走私的猪肉)
简介：U.S. federal agents seized 1 million lb. (454 metric tons) of pork smuggled from China
to a port in New Jersey amid fears the meat could contain traces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and other media outlets. The action marks the largest-ever
seiz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U.S., according to Anthony Bucci, public affairs
specialist at U.S. Customs & Border Protection (CBP). The pork arrived in more than 50
shipping containers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o the port in Newark, N.J., hidden in containers
of ramen noodles and laundry detergent, he said.
来源：FeedStuffs
发布日期:2019-03-16
全文链接:
https://www.feedstuffs.com/news/us-seizes-1m-pounds-smuggled-pork-china

3．New biosecurity tool highlights key areas for improvement on pig
farms(新的生物安全工具强调了养猪场改进的关键领域)
简介：In a study published in Porcine Health Management this month, researchers from Spain,
Ireland and Belgium assessed the biosecurity of 58 Irish pig farms between February and May
2016 using the Biocheck.UGentTM biosecurity tool. Developed by the University of Gent, the
tool is a scientific and independent, risk-based scoring system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onfarm biosecurity. It has now been used 11,078 times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statistics, with
8029 pig farms checking their biosecurity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online version. A biosecurity
score was produced for all 58 farms using the Biocheck.UGentTM and performance data for
2016 was retrieved from the Teagasc e-Profit Monitor (ePM) a national herd monitoring system.
The effect of the biosecurity practices on selected productiv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was
subsequently estimated.
来源：THEPIGSITE
发布日期:2019-03-16
全文链接:
https://thepigsite.com/news/2019/03/new-biosecurity-tool-highlights-keyareas-for-improvement-on-pig-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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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猪流感疫情推动，中国进行了近两年来最大美国猪肉采购
简介：路透芝加哥3月14日 - 美国农业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周从美国进行了
近两年来最大的一批猪肉采购，因致命的猪流感爆发后，中国生猪价格飙升。尽管由于
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猪肉征收了62%的进口关税，但中国的买家还是与美国
达成了协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和猪肉消费国。自去年夏天以来，这些关
税大幅削减了中国通过万洲国际(0288.HK)和香港史密斯菲尔德食品有限公司等公司进
口的美国猪肉。截至3月7日的当周，美国向中国出售猪肉23,846吨。自2018年8月以来，
非洲猪瘟疫情已蔓延至中国28个省和地区，确诊病例为111例。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美
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猪肉出口，也是自美国农业部2013年开始跟踪猪肉出口销售以来的
第三大单。美国农业部没有立即回应就向中国出售猪肉置评的请求。官员们此前曾表示，
中国可能低报了非洲猪瘟造成的生猪死亡数量。中国最近还恢复了对包括大豆和高粱在
内的其他面临报复性进口关税的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美国与
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但他不能说是否会达成最终协议。美国独立的畜牧业分析师
Bob Brown说，美国猪肉价格下跌的幅度足以抵消中国政府的关税。上月，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5月生猪期货跌至合约低点。周四，由于对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的担忧日益加剧，
该合约创下两个多月来的最高价格。周一，中国生猪价格达到1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发布日期:2019-03-15
全文链接:
http://www.feedtrade.com.cn/news/china/2019-03-15/2032423.html

5．执行18年的“药添字”历史终于要落幕了！关于《药物饲料添
加剂退出计划（征求意见稿）》出台
简介：2019年3月13日，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发布了关于《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计划(征求
意见稿)》，这意味着目前仅有的26种药物饲料添加剂马上就会成为历史!也就是说，除
中药外，饲料中将再也没有其它的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回顾一下促生长药物
饲料添加剂逐渐退出的几个历史节点：1、2001年农业农村部第168号公告关于《饲料药
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出台，这是第一步关于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管理的约束文件，其中
规定了33种允许使用的“药添字”产品。2、2002年农业部第220号公告，是对168号公
告《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的补充，主要针对养殖户委托饲料厂代加工生产含药饲
料的规定。3、2011年农业农村部第176号公告《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品
种目录》，公布了40种，包括7种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12种性激素、2种蛋白同化激素、
18种精神药品和各种抗生素滤渣。4、2015年农业农村部2292号公告，决定在食品动物
中停止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兽药。5、2017年农业农村部
2428号公告，决定停止硫酸黏菌素用于动物促生长。6、2017年农业农村部《关于发布
<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使用规范>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原168号公告种的33种
变为了26种。7、2018年农业农村部2638号公告，决定停止在食品动物中使用喹乙醇、
氨苯胂酸、洛克沙胂等3种兽药。8、2019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药物饲料添加剂退
出计划(征求意见稿)》，其中有3个时间节点要注意：2020年1月1日:(1)除中药外所有
促生长药物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标准废止,生产截止2020年1月1日;(2)2020年1月1日前，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组织完成既有促生长又有防治用途品种、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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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的质量标准修订工作。2020年7月1日：(1)饲料生产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商品饲料;完成“兽药添字”转为“兽药字”批准文号的变更;(2)自
2020年7月1日起，原农业部公告第168号和第220号废止。2020年底：已生产、进口的促
生长药物饲料添加剂;还有添加了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商品饲料的流通截止2020年底;但
是“药添字”的退出，并不是包括所有的药物饲料添加剂都退出历史舞台，征求意见稿
中明确了“除中药外”，也就是说2020年后“药添字”的只剩下中药了。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发布日期:2019-03-14
全文链接:
http://www.feedtrade.com.cn/news/review/2019-03-14/2032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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