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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种业翻身仗——重庆种业系列报道①

□本报记者 周雨

位于荣昌区广顺街道茶叶社区十六社
的琪金·荣昌猪资源保种场，建在山顶的一
块凹地里，四周环绕着大片森林和茶园，空
气清新，绿意盎然。3月22日，记者来到这
里采访，大开眼界。

这个保种场非常干净：猪舍全部安装
有新风系统、自动控温系统、异位发酵床、
除臭系统，场内空气清新，几乎闻不到臭
味。

其智能化程度也很高，不仅安装有电
子饲喂站、自动料线、电子测定站等设备，
还用物联网技术连接了这些设备，可进行
大数据采集分析，哪头猪胃口不好、感冒发
烧，都能精准识别。

其安全防护级别也非常高。从进大
门到见到生猪，得经过五道门，中间还要
洗澡、消毒、换衣服。在距离保种场2公
里外的山腰还建有一个与之配套的种猪
中转隔离场，外来的种猪需在这里隔离
45天，经过多次核酸检测、抗体检测合格
后，才能正式住进保种场。

该保种场于2019年11月开工建设，
今年1月投用，现已入住360头能繁荣昌
母猪、9个血缘24头荣昌种公猪。

这个保种场的建成投用，让荣昌猪有
了一个更安全的“芯片基地”，为荣昌正在
进行的荣昌猪保卫战提供了坚固“堡垒”。

荣昌猪保卫战荣昌猪是世界八大优良种猪之一，2019年受非洲猪瘟影响，荣昌能繁荣昌母猪数量下降

至1000多头，是有记载以来的最低值。在危急时刻，荣昌打响了“荣昌猪保卫战”。2020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荣昌着力培育荣昌猪新品系——

2020年 12月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种质
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
设，要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
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
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面对这一要求，荣昌区委、
区政府立即行动，协助市畜牧科
学院迅速成功申报国家重点区
域级畜禽基因库建设项目。该
区琪金公司、市畜牧科学院、市
种猪场也挺身而出，3家单位于
今年1月组成猪种质资源收集
利用与品种试验科企联合体，成
功申报荣昌猪种质创新试验研
究项目，致力于培育荣昌猪新品
系。

“我们不仅有技术积累优
势和种质资源优势，也有市场
机遇！”郭宗义说，荣昌猪已有
400多年历史，杂交改良和推
广的历史也长达90年，积累了
大量的科研资料和实践经验，
为培育荣昌猪新品系提供了坚
实基础。

据他介绍，荣昌猪的杂交
改良和推广始于上世纪 30年
代，但进行杂交改良和推广的
原因不是因为其肉好吃，而是
猪鬃好，是国内少有的白猪鬃，
其光泽洁白、刚韧质优，售价是
黑猪鬃的两倍以上。从清光绪
年间至上世纪80年代，荣昌猪
鬃一直是重要的出口商品，被
广泛用于高档制刷领域。据四
川省家畜保育所1936年调查，
当时，一头成年荣昌猪，卖肉大
概能卖 10 元，猪鬃也能卖 10
元。

为更好开发白猪鬃的商业
价 值 。 四 川 省 家 畜 保 育 所
1936 年在荣昌安福镇设立荣
隆试验区，推进重庆地方猪杂
交改良，从而使荣昌猪推广至
周边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川东行署
在荣昌建立川东荣昌种畜场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前身，其间
经四川省种猪试验站、四川省
农业科学院种猪试验站、四川
省养猪研究所、重庆市养猪科
学研究院等多次更名和变更隶
属），加大荣昌猪杂交改良力
度，至1967年，重庆5个区杂交
猪20万头，占该地区生猪总数
的90%以上，形成了重庆白猪
类群，即渝白猪。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我国猪生产有一段时间提倡

“母猪本地化、公猪外来良种
化”，荣昌猪由此被引入全国各
地，与金华猪、成华猪、北京黑
猪、皖南花猪、丘北大黑猪等地
方猪开展二元经济杂交。到
1975年已被推广至四川省98
个县和全国23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为应
对外来猪种冲击，荣昌区又引进
长白猪、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汉

普夏猪、杜洛克猪等外种猪为父
本，以荣昌猪为母本，进行二元
杂交，培育出了产肉性能相比荣
昌猪有很大的提高、肉质又明显
优于外种猪的荣二元、荣三元。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则以荣
昌猪为基本育种素材，于1995
年育成国内第一个低外血含
量（25%）的瘦肉型猪专门化母
系——新荣昌猪Ⅰ系，于2007
年培育出新荣Ⅰ号配套系，并
获得新品种证书，其生猪品种
选育技术位列全国前列。

另外，荣昌猪种质资源也保
存完好，早在1987年就成立了
国家级荣昌猪保种场，2009年
建立了荣昌猪遗传资源保护区，
建立了活体保种、胚胎（配子）冷
冻保存、DNA文库等完善保种
体系。此次虽受非洲猪瘟巨大
冲击，荣昌猪种质资源仍旧保存
完好。

正在建设的国家重点区域
级畜禽基因库，将新建猪遗传
资源活体保存库1个，家禽遗
传资源活体保存库1个，畜禽
遗传资源冷冻保存库1个。计
划对荣昌猪、撒坝猪、内江猪、
合川黑猪等 11个地方猪品种
和6个家禽开展遗传资源活体
保存；对盆周山地猪、大宁河
鸡、巴山黄牛等27个地方畜禽
遗传资源进行冷冻保存。这些
都为荣昌培育荣昌猪新品系提
供了重要基础。

另外，消费者用挑剔的舌
头所作出的选择，也给中国地
方猪种改良推广提供了重要的
市场机遇：近年来，中国地方猪
凭借其肉质好、口感好的优势，
开辟出了前景广阔的高端猪肉
消费市场空间，催生了精气神、
壹号土猪、湖南湘村高科、琪金
食品等一批知名的中国地方猪
肉品牌。

“外国猪并不是天生长得
快，天生就是廋肉型猪！”郭宗
义说，这些外来猪种都是根据
市场需要选育出来的，如三大
外来猪种之一的英国约克夏猪
（大白猪），就是18世纪由北英
格兰土产大型白猪和体型较小
较肥的广东白猪杂交而成的猪
种。

郭宗义表示，他们此次培
育的新品系将根据优质土猪市
场需要，选择莱芜猪等中国优
质地方猪种与荣昌猪进行杂
交、回交，并综合运用现代分子
生物学等基因育种技术，培育
一种比纯种荣昌猪肉质更好、
且具有荣昌猪“熊猫猪”毛色特
征的新品系。

林其鑫表示，琪金公司除牵
头参与培育荣昌猪新品系外，现
已启动扩繁场、育肥场建设，用
于养殖纯种荣昌猪，今年预计扩
繁1.5万头纯种荣昌猪。用不了
多久，消费者可在市场上买到真
正的“熊猫猪肉”了。

组建科企联合体
培育荣昌猪新品系

“琪金公司与荣昌合作开发荣昌猪产
业，恰逢其会，正当其时！”重庆市养猪科
学研究所所长郭宗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琪金公司进入荣昌，将给荣昌
猪带来受制多年的终端渠道资源，打开优
质猪肉消费市场空间。

据介绍，荣昌猪是“世界八大优良种
猪”“中国三大名猪品种之一，也是我国
推广面积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地方猪
种之一。那大家为什么很难买到荣昌猪
肉呢？

“主要与外来猪种有关，地方猪‘打’
不赢洋猪。”郭宗义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80年代起，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3
种外来猪种大量进入中国，至今已占到我
国生猪市场的90%左右。

相比中国地方猪种而言，由长白猪、
大白猪、杜洛克猪等外来猪种扩繁的“洋
三元”，具有瘦肉率高、生长快的明显优
势，“洋三元”养半年就能出栏，中国地方
猪要养8个月至1年才能出栏，养“洋三
元”的经济效益更高。因此，养殖场更愿
意养“洋三元”，从而对中国地方猪种造成
巨大冲击。

据原农业部2016年发布的《全国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
在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濒危品种列表
中，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濒临灭绝或灭
绝状态，其中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
的猪已经灭绝，岔路黑猪、碧湖猪等5个

品种濒临灭绝。
面对外来猪种的冲击，荣昌人充分发

挥荣昌猪杂交优势明显、肉质好的优势，
大力发展仔猪扩繁业，使荣昌猪在外来猪
种冲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其主要做法就是，以荣昌猪为母本，
外来长白猪、大白猪为父本杂交产生荣二
元仔猪，再将荣二元仔猪卖给区内外的养
殖户和养殖场进行育肥。至于纯种繁育
的荣昌猪，母仔猪一般用作能繁母猪，公
仔猪则因生长慢、养殖效益低、养殖户不
愿意育肥的原因，大多都被制作成烤乳猪
销售。

由于杂交产生的荣二元毛色全白，失
去了其“熊猫猪”毛色特征，因此，荣昌猪
名气虽大，但一般市民很难吃到正宗的荣
昌猪肉。

数据表明，1985年，荣昌存栏荣昌猪
母猪4.52万头，外销仔猪21万头；1997
年存栏荣昌猪母猪8.17万头，年外销仔
猪122.8万头；2010年存栏荣昌母猪13
万头，达到历史最高峰。可以说，在面对
外来猪种的冲击中，在很长一段时间，荣
昌猪虽然在育肥猪领域败下阵来，但在种
猪领域反而赢了。

郭宗义认为，琪金公司进入荣昌，可
发挥其终端渠道优势，使荣昌猪实现优质
优价，从而提高养殖效益，带动养殖户、养
殖场养殖荣昌育肥猪的积极性，从而让荣
昌猪在优质猪肉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发展终端渠道
打开优质市场

林其鑫为何如此积极地参与这场
“荣昌猪保卫战”？

“我是靠卖土猪肉起家的，荣昌猪又
是我最熟悉、自认为最好吃的猪肉！”林
其鑫告诉记者，荣昌猪非常好辨认，一身
白毛，唯两眼周围为黑斑、黑毛，形似熊
猫，俗称“熊猫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
二的。小时候，他家乡的父老乡亲养的
大多都是荣昌猪。

他甚至对荣昌猪各个部位的肉质特
点、烹饪方式、口感口味都如数家珍：前
肩肉肥满丰润、肥嫩多汁，有着华丽的大
理石纹，做成水煮肉片鲜嫩无比；小排色
调嫩雅清淡，大理石纹绚丽多姿，烹饪时
挥发性芳香物质极易渗出；五花肉丰满
厚实，三瘦三肥一皮7层结构排列分明、
井然有序，是最佳的回锅肉原料；猪尾巴
直径较大，皮厚起胶，口感酥软黏滞、风
味浓厚……

过去20年，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
要想方设法找当地的土猪肉吃，至今所
吃过的国内外地方猪品种不下百种，他
认为要说口感之美，荣昌猪排在第一位。

林其鑫现年43岁，是荣昌隔壁的永
川区何埂镇人，父亲是个杀猪匠，在场镇
上经营着一间肉铺。5岁时，他就跟着
父亲走村串户收猪、杀猪。10岁时，他
就能分割一整头猪。农忙季节，他常常
一个人在肉铺里割肉、卖肉。

2001年，林其鑫正式将卖猪肉作为
自己的职业，在大渡口大堰农贸市场租
摊位卖肉。2003年，他搬离农贸市场摊
位，在大渡口王家坡成立了自己的土猪
专卖店，生意十分火爆。他割肉的技术
极其纯熟，顾客说一个数，他一刀切下
去，误差最多不超过2钱，人送外号“一

刀准”。
2007年，林其鑫注册成立了自己的

公司，并在渝北区渝航路开设第一家“琪
金土猪专卖店”，土猪肉价是外三元猪的
两三倍，但天天顾客爆满，最多一天可卖
50头猪。

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后，林其鑫于
2008年正式开启连锁经营模式，目前已
在重庆、成都、南京开设了400家猪肉专
卖店、200家店中店，2020年总共销售
了40多万头生猪。

在发展的过程中，让他最感苦恼的
问题是土猪供应跟不上。为此，他只好
将专卖店分为“琪金土猪专卖店”“琪金
猪肉专卖店”两种，并采取在武隆收购养
猪场和在四川、江苏代养土猪的办法，增
加土猪供应量。

即便如此，林其鑫仍没有解决土猪
供应问题。在其2020年销售的40多万
头生猪中，土猪只有20万头。

让他尤为遗憾的是，在他销售的土
猪中，几乎都是“一片黑”，大多都是黑
猪。久负盛名的荣昌猪，在市场上难得
一见。

2018年8月，琪金公司与荣昌区政
府签订“琪金·荣昌猪”战略合作协议，其
主要内容是：以荣昌为核心基地，建立保
种场、扩繁场、育肥场、屠宰场等全产业
链供应体系，将在全国开设1000家“琪
金·荣昌猪”专卖门店。

林其鑫表示，他落户荣昌并参与“荣
昌猪保卫战”的主要目的，一是让市民能
吃到荣昌猪，让著名的荣昌猪走上千家
万户的餐桌；二是打造一个更高端的土
猪肉品牌——“琪金·荣昌猪”，进一步提
升企业的竞争力。

自建供应体系
解决供应难题

据了解，这个保种场总投资4000多
万元，政府补贴了1000万元，个人出了
3000多万元。这位投资人名叫林其鑫，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外号“一
刀准”。

林其鑫参与荣昌猪保卫战之时，正
是荣昌猪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2018年暴发的非洲猪瘟疫情，给
荣昌猪差点造成了灭顶之灾！”回顾这两
年多的保种工作，荣昌区农业农村委畜
牧发展中心副主任蒋友东至今心有余
悸。他说，荣昌至今没有确诊一例非洲
猪瘟感染病例，但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要
求，只要发生疑似病例，周围3公里范围
的生猪一律捕杀。加上疫情带来的恐慌
情绪，散养户纷纷退出生猪养殖。

数据显示，在2018年初的时候，荣
昌还有7万头能繁母猪，其中能繁荣昌
母猪3.5万头。但到2019年底的时候，
能繁母猪、能繁荣昌母猪数量已分别下
降至1.3万头、1000多头，是有记载以来
100多年的最低值。

在危急时刻，荣昌区委、区政府在
2019年底打响了“荣昌猪保卫战”：一是
出资240万元购买了两套移动式猪舍，
在一片森林中建起了两个复份场，国家
级荣昌猪保种场和市级荣昌猪保种场，

各自养殖了60头能繁荣昌母猪、12头荣
昌种公猪，进行活体保种；二是市畜牧科
技院冷冻保存了13个血缘3万支冻精及
一批荣昌母猪耳组织，进行生物技术保
种；三是按照养殖荣昌种公猪每月补贴
500元、新饲养能繁荣昌母猪每头补贴
500元标准，鼓励农户进行分散保种；四
是针对市级荣昌猪保种场生物安全防护
能力差的问题，积极争取市级项目资金，
启动建设新的市级荣昌猪保种场。

琪金公司于2018年8月入驻荣昌，
市级荣昌猪保种场由此改制交由该公司
经营。面对这场“荣昌猪保卫战”，林其
鑫站出来了，不仅自筹3000多万元资金
迅速启动建设琪金·荣昌猪资源保护场
及其中转隔离场，还将部分荣昌种猪转
移至公司永川、武隆等地，利用自有养殖
场、委托农户代养等多种方式，进行跨区
域多点保种。另外，他还委派人员紧急
前往市内武隆、綦江及四川、云南、贵州
等地寻种护源。

截至目前，在琪金公司所属的琪
金·荣昌猪资源保护场、市级荣昌猪保
种场、中转隔离场、荣昌猪复份场及区
外养殖场，已有荣昌种猪1500多头，林
其鑫成为“荣昌猪保卫战”中冲在前面
的人。

在危急时刻
打响“荣昌猪保卫战”

荣昌猪的杂交改良和推广始于上世纪30年代，其猪鬃光泽洁白、刚韧
质优，售价是黑猪鬃的两倍以上。从清光绪年间至上世纪80年代，荣昌猪
鬃一直是重要的出口商品。新中国成立后，加大荣昌猪杂交改良力度，形
成了重庆白猪类群，即渝白猪。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荣昌猪由此被引
入全国各地，与金华猪、成华猪、北京黑猪、皖南花猪、丘北大黑猪等地方猪
开展二元经济杂交。到1975年已被推广至四川省98个县和全国23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荣昌区又引进长白猪、约克夏猪等外种猪为父
本，以荣昌猪为母本，培育出了产肉性能有很大的提高、肉质又明显优于外
种猪的荣二元、荣三元。此后，又培育出瘦肉型猪专门化母系——新荣昌
猪Ⅰ系等新品种。

如今，根据优质土猪市场需要，选育人员选择莱芜猪等中国优质地方
猪种与荣昌猪进行杂交、回交，并综合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基因育种技
术，培育一种比纯种荣昌猪肉质更好、且具有荣昌猪“熊猫猪”毛色特征的
新品系。

◀位于荣昌区广顺街道山顶的琪金·荣昌
猪资源保护场。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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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猪的杂交历史

拥有独特“熊猫眼”的荣昌猪。 （荣昌区委宣传部供图）

▲2020 年 4 月 2 日，重庆市荣昌兴旺种猪场
的工作人员在仔猪待售舍查看仔猪的情况。

（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