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农农办〔2022〕40 号

关于印发《2022 年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和《2022 年

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
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2020〕31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

猪家禽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粤府办〔2019〕25 号）精神，大

力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我厅决定 2022 年继续在全省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和

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工作。现将《2022 年广东省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和《2022 年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

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组

织实施。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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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日

（联系人：刘建营，郭建超，联系电话：020-37288127、

13760845058、15013293081，电子邮箱：gdcdmy@126.com，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柯木塱南路 28号）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mailto:gdcdm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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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创建活动工作方案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猪家禽产业转型升级的

意见》（粤府办〔2019〕25 号）的要求，为确保 2022 年省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制定本方案。

一、创建目标

以生猪、家禽、奶牛、肉牛、肉羊等畜禽品种为重点，开展

标准化养殖场（小区）示范创建活动，通过养殖场（小区）申请

创建、县（市、区）级初审、市级验收、省级报备等程序，创建不

少于300家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小区）。

二、创建要求

示范场（小区）是指以标准化规模生产为核心，生产高效、

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畜禽规模

养殖场（小区）。

（一）基本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场址不得位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并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土地使用规划；具有生态环境保护手续证明材料、《动

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两年内无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具有县

级农业农村部门养殖备案登记证明，养殖档案符合相关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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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符合创建验收标准的规模养殖场（小区），其中生猪年出

栏 3000 头或种猪存栏 300 头以上；肉鸡年出栏 10 万只或种鸡存

栏 5万只以上；蛋鸡存栏 1万只以上；肉鸭年出栏 8万只或种鸭

存栏 5万只以上；蛋鸭存栏 3万只以上；鹅年出栏 3万只或种鹅

存栏 1万只以上；鸽年出栏 30万只或种鸽存栏 5万对以上；奶牛

存栏 500 头以上；肉牛年出栏 100 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500 只以

上；蜜蜂（定地饲养）100 箱以上。

（二）具体要求

1.生产高效

集约化、设施化、自动化水平高，选用优质畜禽良种，劳动

生产率、资源转化率、畜禽生产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环境友好

选址科学、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

与设施先进、运转正常，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科学规范。

3.产品安全

采取科学的畜禽疫病综合防控措施，防疫制度健全，防疫设

施先进。严格遵守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等投入品使用有关规

定，严格执行兽用处方药制度和休药期制度，坚决杜绝使用违禁

药物，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4.管理先进

考核制度健全，信息采集及管理系统健全，有完善准确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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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记录档案。配备专业化技术人员，人员培训和管理规范，实现

精细化管理。

三、重点工作

（一）启动创建。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各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核定各地示范场创建数量。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工作指导，结

合实际组织开展创建工作。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确保养殖场（小区）知晓创建内容和要求，积极参与示范创

建。

（二）遴选确定。符合示范创建条件的规模养殖场（小区）

根据自愿原则，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填写省畜禽养殖

标准化示范场申请书（附件 1-4），经所在县（区、市）农业农

村部门初审后，5 月底前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市级农业农

村部门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组织开展现场考核验收，填写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现场考核评分表（附件 1-2），6月底前将汇总

表和考核结果（附件 1-3）以正式文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推荐

申报数量不低于当年下达创建数量（附件 1-1）。省农业农村厅

审核并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布并授予“广东省畜禽养殖标

准化示范场”称号。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确定的

统一样式，自行制作并颁发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标牌。

获得 2022 年度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称号和广

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称号的养殖场，直接认定为 2022 年度广东省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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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指导。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成立示范场创建活动专

家组，提供技术支撑，开展技术咨询、指导和服务工作。各地结

合创建活动需要，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加强对创建单位的技术指

导与培训。

（四）强化监管。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大力宣传创建活动的

经验做法、典型模式、技术成果和工作成效，引导各地因地制宜

加快推进示范场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创建活动组织协调工作。市级农业农村部

门牵头负责本市的创建工作，加强工作协调，完善配套措施，及

时解决好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此项

工作将作为推进标准化生产和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内容，纳入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二）抓好任务落实

省农业农村厅建立健全示范场创建活动工作机制，保障示范

场遴选公开、公平、公正。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到实地考核、

逐条评价、严格把关。实行示范场动态监督管理，对发生环境污

染和质量安全事件的示范场，要及时报告并取消其示范场资格。

（三）加大政策支持

各地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发改、财政、生态环境、市场监

督管理等部门的支持，加大项目资金和技术培训投入力度，提高



— 7 —

创建活动的实施效果。

（四）加强示范推广

各地要大力宣传创建活动的经验做法、典型模式、技术成果

和工作成效，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示范场建设，开展技术

示范观摩、现场培训、视频直播等多层次、多样式活动，发挥其

在现代畜牧业发展中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附件：1-1.2022 年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指标

1-2.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现场考核评分表

1-3.2022 年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汇总表

1-4.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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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2 年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指标

序号 市别 指标（个）

1 广州 10

2 韶关 24

3 珠海 1

4 汕头 5

5 佛山 9

6 江门 25

7 湛江 24

8 茂名 36

9 肇庆 25

10 惠州 15

11 梅州 21

12 汕尾 8

13 河源 11

14 阳江 21

15 清远 30

16 中山 1

17 潮州 4

18 揭阳 10

19 云浮 20

小计 300

注：1.各市推荐创建数量不低于下达指标；2.各市指标根据农业农村部养殖

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符合创建规模标准的规模养殖场数量，以及统计部门的肉蛋

奶总产量，按因素法进行分配。

薛念波
根据奶牛场分布情况和云浮市肉牛场情况，进行了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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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现场考核评分表

申请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考核项目 考核细目 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得

分
扣分原因

必备条件 ——

场址不得位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土地

使用规划

可以验收□

不予验收□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手续证明材料、《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两

年内无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

具有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养殖档案符合相关

法规标准要求

符合创建验收标准的规模养殖场，其中生猪年出栏 3000头或种

猪存栏300头以上；肉鸡年出栏10万只或种鸡存栏5万只以上；

蛋鸡存栏 1万只以上；肉鸭年出栏 8万只或种鸭存栏 5万只以

上；蛋鸭存栏 3万只以上；鹅年出栏 3万只或种鹅存栏 1万只

以上；鸽年出栏30万只以上或种鸽存栏 5万对以上；奶牛存栏

500 头以上；肉牛年出栏 100 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500只以上；

蜜蜂（定地饲养）100箱以上。

生产高效

（30分）

良种化

（10分）

饲养的商品代畜禽来源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养殖企

业，饲养、销售种畜禽符合种畜禽场管理有关规定。

集约化

（10分）
畜禽圈舍设计合理，单位面积土地产值较高。

设施化

（10分）

自动饲喂、机械清粪、环境控制等设施装备先进，资源转化率、

畜禽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环境友好

（30分）

场区环境

（12分）

选址科学，布局合理，场区清洁卫生，无噪声、臭气、污水等

污染。

粪污资源

化利用

（12分）

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完善，技术模式选择合理。

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

理（6分）

配备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且正常使用；或委托当地畜牧

部门认可的集中处理中心统一处理，且有正式协议，运转正常。

产品安全

（30分）

疫病防控

（10分）

具有先进的防疫制度和设施，科学、规范、实施畜禽疫病综合

防控措施。

投入品使

用（10分）

严格遵守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使用有关规定，记录完整、

准确。严格执行兽用处方药和休药期制度。

追溯体系

（10分）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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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考核细目 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得

分

扣分原

因

管理先进

（10分）

制度建设

（4分）
生产管理、投入品使用、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健全，执行良好。

管理水平

（6分）

配备专门养殖、防疫等技术人员，信息采集及管理系统健全，

有完善准确的生产记录档案，准确记录生产、防疫等情况。

总分

现场考核结论：

考核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现场考核

组成员

姓名 职务或职称 工作单位 签字

说明：1.现场考核采取评分制度，总计 100分，考核得分 80分以上合格。评分采取查询文件、现场

询问、现场检查、数据档案记录检查等方式；

2.必备条件中有任一条不符合，则该场不予纳入示范场考评范围；

3.各项考核内容进行量化打分时视质量差异酌情扣分，单项内容最低分为0。



附件 1-3

2022 年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汇总表

市 （公章）

序号 创建单位名称
畜禽养殖

代码

详细地址

（市、县、乡、村）
养殖畜种 总存栏（头/只）

年出栏

（头/只）

现场考核

评分
备注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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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申请书

申报单位： （公章）

畜禽养殖代码：

养殖畜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制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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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的申报。

二、单位名称应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单位名称一致。

三、本表一式三份，用 A4 纸双面打印，字迹清楚，不得随

意涂改。

四、养殖畜种：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肉羊、

鸭、鹅、鸽等。

五、请一并提供以下材料：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生

态环境保护手续证明材料复印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登记证

明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

果（附“基础信息”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总体布局

平面图、养殖场设施设备照片、监控设备照片、配套粪污消纳用

地面积相关证明材料，以及专利、获奖、“三品一标”等证书复

印件和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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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畜牧业生产经

营单位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注册地址 邮 编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总 投 资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万

元）

2021 年总产值

（万元）

2021 年盈余

总额（万元）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养殖畜种 生产类型 □商品畜禽 □种畜禽

养殖规模 存栏： 年出栏：

人员构成 总计 人，其中：本科及以上 人、大专 人、中专 人

申报单位（规

模养殖场）

简介

（包括企业概况、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工艺设备、疫病防控、投入

品使用、产品质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信息化管理等情况）

申报单位（规

模养殖场）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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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农村

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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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
创建活动工作方案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猪家禽产业转型升级的

意见》（粤府办〔2019〕25 号）的要求，为确保 2022 年省现代

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制定本方案。

一、创建目标

在全省范围内，创建 12家以上“布局合理、设施精良、技术

先进、管理规范、生产高效、产出安全、循环利用、绿化美化、

整洁环保”的现代化美丽牧场。

二、创建内容

（一）基本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场址不得位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并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土地使用规划；具有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手续、《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两年内无重大动物疫情、无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发生；具有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养殖备案登记证明，养殖档案符

合相关法规标准要求。

2.符合创建验收标准的规模养殖场（小区），其中生猪年出

栏 1万头或种猪存栏 800 头或种公猪（种公猪站）存栏 200 头以

上；蛋鸡存栏 5万只以上，肉鸡年出栏 10 万只或种鸡存栏 8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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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肉鸭年出栏 10 万只或种鸭存栏 8 万只以上，蛋鸭存栏 5

万只以上；鹅年出栏 5万只或种鹅存栏 2万只以上；鸽年出栏 30

万只或种鸽存栏 8万对以上；肉牛年出栏 500 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0 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1000 只以上。

3.牧场布局合理、美观，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匹；生产和管理

手段现代化程度高，饲养技术科学高效；牧场文化丰富多彩，员

工精神风貌好，道德情操高。

（二）示范创建内容

1.场区布局合理

（1）选址和区域内的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染病畜禽隔

离区和养殖废弃物处理区等布局科学合理，符合动物防疫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条件要求。

（2）场区内主要道路硬底化，平坦无损，生产区净道与污道

分开，雨污分离分流，排污沟渠硬底化、加盖、不渗漏不外溢。

（3）各区域有指示标牌，栏舍排列有序、密度适中，生产区

内各功能区块划分清晰、布局合理。

（4）鼓励发展种养结合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牧场科学设置休

闲观光区，发展休闲牧场、观光牧场。休闲观光必须满足动物防

疫条件要求。

2.设施设备精良

（1）使用与生产相匹配的节水、节料、节电、省工的饮水、

投料等生产设施设备，通风和温湿度调控等环境控制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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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等，鼓励使用智能

化全封闭设施化养殖模式。

（2）粪便和污水收集、存放与处理设施设备要与生产规模相

配套，在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过程中使用减排除臭技

术，场区内无明显异味臭味。

（3）病死动物实行委托处理模式的，须配套有暂时存放的设

施设备；病死动物实行自我处理模式的，须有相配套的无害化处

理设施设备。

（4）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利用等设施设备运

行正常，对生产区、粪污处理区等重点区域实施实时在线监控。

（5）鼓励牧场使用智能化的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光照

等环境调控设备，鼓励使用提高动物福利的设施设备。

3.管理规范

（1）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并有严格的考评机制。

（2）有详细的生产、配怀、分娩、免疫、死亡、消毒、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利用等记录。种畜禽场需要有完整的

系谱档案。

（3）做好生产计划，根据畜禽不同生长阶段制定相应的饲养

管理措施和饲料营养计划。

（4）使用现代化的牧场生产管理软件指导生产。

（5）鼓励采用智能管理系统进行精细化管理。

4.产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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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区和生产区出入口防疫制度执行良好，设车辆、人员

消毒区域，消毒设施设备配备齐全、状态良好，生猪养殖企业配

备洗消中心。

（2）生产、繁育等主要生产性能指标高于当地相同畜种平均

水平。

（3）有完善的兽药采购制度，严格执行兽药禁用药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休药期规范，严格执行兽药使用对象、使用时间及用量

等记录档案。

（4）提倡牧场参加种畜禽质量检测，包括种猪质量检测、奶

牛生产性能测定等。

（5）鼓励企业争创自主品牌。取得“三品一标”认证，具有

较高市场知名度的养殖场优先支持。

5.循环利用

（1）有畜禽粪污“一场一策”处理方案，全部实现综合处理

利用或工业化处理达标排放。

（2）粪便堆放加工和沼液储存、输送、利用等配套设施设备

运转正常，落实专人管理。

（3）粪污处理与利用过程，采用综合防控措施，无恶臭，污

染物排放浓度达到相关标准。

（4）粪污处理台帐清晰，通过服务组织或异地消纳的，要有

粪污资源化利用协议和记录等材料。

6.环境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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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区内通风良好，绿植品种丰富，层次分明，公共绿地

面积不低于场区面积的 25%。

（2）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美丽乡村、美丽田园建设相协调，场

区整洁美观，有良好的视觉效果。

（3）提倡牧场大门、围墙要有体现当地文化、牧场特色等相

关元素。

（4）建筑物采用统一风格或主题，栏舍屋顶等采用坚固耐用

材料，色彩、外形等协调美观。

（5）场区清洁卫生，粪尿清理及时，雨污分离，暗道排污，

不见暴露的粪污和病死动物，可视范围内无堆放杂物、废弃物，

配足垃圾箱，分类投放垃圾。

7.牧场文化

（1）场区内办公环境优美，窗明几净。提倡建设宣传走廊，

内容积极、健康、向上，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2）提倡设置展示区，以实物、图文、影像等形式介绍生产

流程和产品质控节点，帮助参观者了解畜牧生产过程，宣传农牧

文化。

（3）牧场内文化、体育活动活泼多样。

三、重点工作

（一）宣传发动。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要高度重视创建工作，结合当地实际，细化创建方案，明确

工作内容和时间表。各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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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宣传发动工作，确保养殖场（户）知晓创建内容和要求，调动

养殖场（户）积极性，在全省掀起建设美丽牧场热潮。

（二）组织申报。以自愿为原则，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的养殖场（户）认真填报《广

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申请表》（附件 2-1），并按照《广

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验收评分表》（附件 2-2）进行自评。对自

评合格的，经审核同意后，于 4月底前向所在地级以上市农业农

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推荐。

请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从严把关，

认真复核，于 5 月 15 日前将推荐报送函、《广东省现代化美丽

牧场示范创建汇总表》（附件 2-3）、企业申报材料和《广东省

现代化美丽牧场验收评分表》（附件 2-2）纸质和电子材料报送

省农业农村厅，其中企业申报材料和验收评分表各需一式 5 份。

（三）验收挂牌。省农业农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的示

范场材料进行审核，对材料审核通过的示范场进行现场评审验收。

对现场验收合格的，经公示无异议后，由省农业农村厅公布并颁

发标牌。

（四）政策支持。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积

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创建工作，提高活动实效。各市可对

评定的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给予适当奖补。

（五）宣传推广。通过报纸、网络、编印小册子等多途径全

方位宣传我省现代化美丽牧场创建活动经验成效，推进我省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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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发展。

附件：2-1.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申请表

2-2.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验收评分表

2-3.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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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申请表

申请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填报时间：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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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牧场基本信息表

申报单位（公章）：

牧场名称 养殖代码

场 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手 机

联系人 手 机

固定资产

（万元）
职工人数

共 人，其中：硕

士以上学历 人，

本科学历 人

畜禽品种 出栏/存栏量

附件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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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情况介绍

（包括简况、生产销售、特点特色、质量认证、旅游观光、获奖荣誉

等情况，不少于1500 字，附上宣传用的彩色图片）

注：本表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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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申报

单位

承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所提供的材料属实，无弄虚作假行为，

并为此负责。

本次申报自评得分： 分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

农业

农村

主管

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

农业

农村

主管

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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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附件材料要求

序号 附件名称 要求

1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2 养殖备案登记证明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
取得排污许可或达标排放等生态

环境保护手续证明材料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4 营业执照(或企业审批文件)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 场区总体布局图、实景图和图片

布局图注明各功能区、绿地区；

实景图片生活区、办公区、重

点生产区、粪污处理区均要体

现；彩色照片，电子照片要求

原图，可用于印制公开宣传品

6 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 纸质材料和电子版

7 检测报告、检疫证明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8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加盖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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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验收评分表

组织验收单位（公章）：

申请验收牧场：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必备条件

1.畜禽养殖场位于非禁养区内，符合当地畜牧业发

展规划布局要求

可以验收□

不予验收□

2.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3.具有养殖备案登记证明

4.取得排污许可或达标排放等生态环境保护手续证

明材料

5.近三年未发生养殖污染事件、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重大动物疫情和不按规定处置病死动物事件

生猪年出栏1万头或种猪存栏 800头或种公猪（种

公猪站）存栏200 头以上；蛋鸡存栏 5万只以上，

肉鸡年出栏10万只或种鸡存栏 8万只以上；肉鸭年

出栏10万只或种鸭存栏 8万只以上，蛋鸭存栏5万

只以上；鹅年出栏 5万只或种鹅存栏 2万只以上；

鸽年出栏30万只或种鸽存栏 8万对以上；肉牛年出

栏500 头以上，奶牛存栏1000 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1000 只以上。

项目 考核标准内容及要求 分数 得分 评分方法

一、场区

布局合理

（17分）

1

场区与集中居民区、主要交通干道、其他畜禽

养殖场及屠宰加工、交易场所的距离应符合动

物防疫和生态环境保护条件的要求。

2

看现场

2 地势较高，排水良好，通风干燥，向阳透光。 1

3
在场区入口处设有人员消毒室、车辆消毒通

道、洗消中心等防疫设施，并能有效使用。
3

4
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和养殖废弃

物处理区布局科学合理。
2

5
各区域有指示牌，生产区域内各功能区块之间

划分清晰。
2

6 栏舍排列有序，密度适中。 2

fu
已随P18页更新，具体修改见P18，主要为格式和细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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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区净道与污道分开，不交叉。 2

8
科学设置休闲观光区，开展休闲牧场、观光牧

场活动，并满足防疫要求。
3

二、设施

设备

（22分）

9 水源、供电稳定，电路布局符合生产安全要求。 2

看现场

10
有对生产区、粪污处理区等重点区域实时监控

的设施设备。
2

11

有兽医诊断治疗室，并配有药品、药械、疫苗

储存和疫病检测监控、医疗废弃物处理设施设

备。

4

12 使用减排减臭技术，场区无明显异味臭味。 3

13
使用节水、节料、节电、省工的饮水、喂料、

挤奶、集蛋等设备。
2

14 有通风、控温、控湿等环境控制设备。 2

15 粪便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与生产规模相配套。 3

16

有相配套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实

行委托处置模式的，须有符合动物疫病防控要

求的暂存设施或场所。

2

17 使用智能化全封闭设施化养殖模式 2

三、生产

管理

（11分）

18

牧场制度健全，包括生产管理、生物安全、粪

污处理等制度，且制度执行有严格考评机制。

建有重大安全事故、动物疫病应急处置机制。

4

看现场和

查记录
19

牧场有详细的生产、配怀、分娩、死亡、消毒、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利用等记录，

且记录清晰准确。

3

20
牧场有针对畜禽不同生长阶段制定的科学饲

养管理、饲料营养措施。
2

21 牧场有现代化的牧场生产管理软件。 2

四、安全

高效

（15分）

22 单畜（禽）种饲养。 1 看现场

23 有畜禽饮用水水质检验报告，并符合要求。 1

查记录

24 制定有科学的免疫程序，并有免疫记录。 2

25

严格执行《兽药使用条例》、休药期规范，有

兽药使用对象、时间及用量等记录，有畜禽及

畜产品销售记录。

3

26 病死畜禽100%无害化处理，并有相应记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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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生产、繁育以及畜产品等主要生产指标高于当

地相同畜种平均水平。
2

28
具有自主创新品牌，取得“三品一标”认证，

市场知名度高
3

五、循环

利用

（15）

29 有符合“一场一策”要求的畜禽粪污处理方案。 3

看现场和

查记录

30
采用机械干清粪工艺得3分，采用人工清粪或

水泡粪得1分，水冲粪不得分。
3

31
粪便处理加工和沼液储存、输送、利用、处理

等配套设施运行正常，落实专人管理。
3

32

粪污储运、处理台帐要清晰，通过服务组织或

异地消纳的，要有粪污资源化利用协议及记

录。

3

33
场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或用工

业化处理达标排放。
3

六、环境

优美

（14分）

34
牧场大门、围墙、办公、生活区域提倡粉刷美

化，体现当地文化或牧场特色。
2

看现场

35

场区绿植品种丰富，绿化层次分明，公共绿地

面积不低于场区面积的 25%（不包括养殖场配

套的饲料饲草种植用地），无杂草丛生现象。

2

36 畜禽舍间有不影响通风、采光的植物。 2

37 场区内主要道路硬化，无坑洼积水。 2

38
栏舍屋顶等采用坚固耐用材料，色彩、外形协

调美观，墙面整洁。
2

39

场区清洁卫生，粪尿清理及时，不见暴露的粪

便、病死动物，可视范围内无堆放的杂物、废

弃包装物，配足垃圾箱分类投放。

2

40
牧场内有防鼠、驱蝇、灭蚊等措施，养禽场需

有防鸟设施。
2

七、牧场

文化

（6分）

41 场区内环境优美，窗明几净。 2

看现场

42
设有展示区，以实物、图文、影像等形式介绍

生产流程和产品质控节点，宣扬农牧文化。
2

43
场区内体育文化设施齐全，员工着装整洁，具

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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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专家验收意见：

验收专家签名：

备注：各项考核内容进行量化打分时质量差异酌情扣分，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

最低得分为0分，考核分在85分以上为合格。



附件 2-3

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汇总表

牧场名称 场 址
畜禽

品种

自评

成绩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

3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