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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论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加工储存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建设单位：新疆 XXX 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拟建设地点：XXX 市 

项目性质：新建 

所属行业：生态农业 

产业政策：项目主要产品主要为优质牧草，《国家产业指导目录 2011》第

一类鼓励类项目中，农林业第 27 条，明确指出鼓励“优质高产牧草人工种植与

加工”。因此，该项目为鼓励类项目。 

2、建设单位概况 

建设单位：新疆 XXX 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XXX。 

（二）项目背景与政策鼓励支持 

1、项目背景 

牧草是经济、重要的饲料资源，享有“绿色黄金”美誉。实行牧草产业

化，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畜牧业的重中之重，也是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生态

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绿色产业。特别是我国西部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

地区，尽快恢复和发展牧草植被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退耕还草，封山绿化，重点建设大型优质牧草饲料生产基

地，将是我国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战略。实施草业产业化

不仅可以给农民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 

目前我国草业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是我国幅员广大，自然气候和

资源环境差异悬殊，加之牧草品种繁多，品质优劣不等，将是制约牧草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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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的关键症结。因此，在草业工程序幕拉开之际，着力做好品种选择，

使品种和资源相配套，以期达到优质高产高效，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 

2、项目符合《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的要求 

项目建设符合《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的要求。“意见”明确提出，加大畜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稳定

生猪、家禽生产，突出发展牛羊等节粮型草食家畜，大力发展奶业，加快发展

特种养殖业。同时，“意见”提出，构建饲草饲料生产体系。加快牧草种子繁

育基地建设，增强优质草种供应能力。在牧区、半农半牧区推广草地改良、人

工种草和草田轮作方式，在农区推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种植

结构。加快建立现代草产品生产加工示范基地，推动草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在进一步完善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意见”提出，（1）扩大

对畜牧业的财税支持。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增加资金投入，重点支持

畜禽良种推广、种质资源保护、优质饲草基地和标准化养殖小区示范等方面建

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改善畜牧业生产条件。在安排农业综合开发、

农业科研、农业技术推广及人畜饮水等专项资金时要对畜牧业发展给予大力支

持。（2）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支持。运用贴息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各类金融机

构增加对畜牧业的贷款。（3）合理安排畜牧业生产用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鼓励合理利用荒山、荒地、滩涂等发展畜禽养殖。 

3、项目完全契合《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要求 

项目的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加工储存完全契合《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要求。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2011-2015 年）》，十二五时期畜牧业发展目标是：畜产品有效供给得到

保障，到 2015 年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8500 万吨 2900 万吨和 5000 万吨，

羊毛产量达到 43 万吨，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6%；畜牧

业产业素质明显提高，到 2015 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 10-15 个百分

点；饲料工业稳步发展，到 2015 年，工业饲料产量达到 2 亿吨，年产 50 万吨

以上的饲料企业或集团达到 50 家，饲料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 5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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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符合《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要求 

2012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的《西

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规划在第七章专栏 18：牧区重点工程中提出，加

快畜牧良种和牧草良种基地建设，支持肉牛（羊）标准化养殖小区（场）等建

设，提高生产能力和水平。规划在第七章专栏 19：林业重点产业中提出，充分

利用林下空间资源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实现林草、林药、林畜、林禽等多种

模式相结合。 

5、项目符合巴州《关于进一步加快农区畜牧业发展的意见》 

2012 年 7 月，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

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农区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按照“突出发展奶业，

重点发展牛羊，大力发展生猪、家禽，加快发展特色养殖”的原则，逐步调优

畜牧业内部结构，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同时，构建饲草饲料生产体系。高度

重视饲草料发展，坚持“立草为业，草料先行”的方针，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

“粮草间作、林草间作”模式种植饲草。 

6、项目产品属于国家政策鼓励类项目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优质牧草，《国家产业指导目录 2011》第一类鼓励类项

目中，农林业第 27 条，明确指出鼓励“优质高产牧草人工种植与加工”。因

此，该项目为鼓励类项目。 

（三）项目概况 

1、拟建项目 

项目拟投资 36800.00 万元新建一个年产 10 万亩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

加工储存，养猪 5 万头、牛 1 万头、羊 20 万只；同时，项目四周套种枣树并种

植防护林。项目种植牧草品种为朝牧一号，该产品品质优良，牧草经过加工，

形成干草存储，增加饲料供应量，改善淡季饲料不足的状况，提高雪灾的防御

能力。 

项目建设具体包括：牧草深加工厂房、原料堆场区、成品库房、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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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收割机器停车场及公共活动区、道路及辅助工程，购置种植、养殖、加

工、办公及辅助设备，准备流动资金。 

2、建设规模与目标 

项目建成后可收获 7 万吨优质牧草和 3 万吨籽，养殖猪 5 万头，养殖牛 1

万头，养殖羊 20 万只，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 34000.00 万元，直接带动地方就

业约 500 人，间接带动地方就业约 2000 人。 

3、项目投入总资金及效益情况 

项目投入总资金 368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0687.17 万元（其中建筑工

程费 7610.00 万元、设备购置费 6006.48 万元，项目属于生态农业项目，免收增

值税及所得税。项目投资利润率 18.63%，投资利税率 18.63%，销售利润率

20.17%，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1.44%，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1.44%，税

前财务净现值 20018.32 万元，税后 20018.32 万元，税前投资回收期 6.99 年，

税后投资回收期 6.99 年，其中均含建设期。 

    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投入总资金 36800.00 万元，年销售收入 34000.00 万元，用工人数 500

人，拟申请用地面积 10 万亩，为国家新增 GDP8607.62 万元。详细技术经济指

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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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技术经济指标表（万元）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值 

1 项目投入总资金 万元 36800.00  

1.1 建设投资 万元 30687.17  

1.2 流动资金 万元 6112.83  

2 年营业收入（正常年份） 万元 34000.00  

3 年总成本费用（正常年份） 万元 27142.38  

4 年经营成本（正常年份） 万元 24610.24  

5 年增值税（正常年份） 万元 0.00  

6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正常年份） 万元 0.00  

7 年利润总额（正常年份） 万元 6857.62  

8 所得税（正常年份） 万元 0.00  

9 年税后利润（正常年份） 万元 6857.62  

10 投资利润率（％） ％ 18.63% 

11 投资利税率（％） ％ 18.63% 

12 资本金投资利润率（％） ％ 18.63% 

13 资本金投资利税率（％） ％ 18.63% 

14 销售利润率（％） ％ 20.17% 

15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全部投资） ％ 21.44% 

16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全部投资） ％ 21.44% 

17 税后财务净现值 FNPV（I=10%） 万元 20018.32  

18 税前财务净现值 FNPV（I=10%） 万元 20018.32  

19 税后投资回收期 年 6.99  

20 税前投资回收期 年 6.99  

21 盈亏平衡点（运营能力利用率） ％ 47.76 

22 设备年时基数 h 4000 

23 年耗水量 m3 24000 

24 年耗电量 万 kWh 121.00 

25 综合能耗 tce 152.24 

26 用工人数 人 500 

27 用地面积 万亩 10 

28 增加 GDP 万元/年 86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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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必要性及意义 

（一）项目建设可行性 

1、朝牧一号牧草优势突出 

朝牧一号牧草属于优质、高产的高营养牧草，可以满足各类畜禽生长发育

的营养所需，是优质的饲料来源。其特点是： 

（1）易种植，好管理 

朝牧一号牧草的种植相对一般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要简便得多，省工、省

时。因其具有适应性广，对土壤和气候条件要求不严，抗逆性强、抗病虫害、

抗旱、耐寒、耐热、耐杂草、播种期长等特点，因此在我国广大地区均可种

植。 

（2）朝牧一号是优质的新型饲料作物，适应范围广 

朝牧一号是一种适应范围广、抗逆性强、性状优良、粮草兼收、双高产双

优质的新型饲料作物。它是发展草食家畜牛、羊、马、兔等最理想的饲草饲

料；也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治理盐碱地的逆境先锋作物；是草饲轮作配置作

物；也可用于沙打旺、苜蓿老草地更新改造，农区可取代部分谷子和玉米生

产，极有发展前途。 

2、XXX 市光热水土资源丰富 

XXX 市成立于 1979 年 9 月 30 日，维吾尔语意为“眺望”。XXX 市地处欧

亚大陆和新疆腹心地带，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倚天山支脉库鲁克山和霍拉

山，南距“死亡之海”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直线距离仅 70 公里。

XXX 市是古丝绸之路中道的咽喉之地和西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

集散地。 

XXX 市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XXX 座落于素有"巴音郭楞金

三角"之称的孔雀河三角洲上，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光热水土资源

十分丰富。XXX 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总日照数 2990 小时，无霜期平均

210 天，年平均气温 11.4℃，最低为–28℃，年平均降水量 58.6 毫米，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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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为 2788.2 毫米，主导风向东北风；全市土地总面积 1063.53 万亩，草场总

面积 663 万亩，天然林及荒漠灌木林 60 万亩，耕地面积 69 万亩，可垦耕地

140 万亩。XXX 的母亲河--孔雀河穿市而过，在市境内达 271 公里，平均年径

流量 11.8 亿立方米，加上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面积 1001 平方公

里）的调节，水量长年稳定。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在境内穿过。 

3、牧草套种枣树并种植防护林，立体收益 

（1）枣树有较强的适应性 

枣树的适应性和适栽范围较广，跨北纬 19°～42.5°，东经 75°～

125°，无论在含盐量较大的海滨湿地，还是在干旱的丘陵瘠谷，大多数乔木不

能正常生长，枣树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还能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在

海拔 2000 米的高山上，枣的成熟期稍微推迟，而品质和产量未受影响。枣树的

抗旱耐湿、抗寒抗热，在我国分布之广，适应性之强，深受人们的重视。 

（2）果实稳产寿命长 

大部分优良枣树品种，当年栽苗，当年即可见果。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二年丰产，三四年即可进入盛产期，亩产值几千乃至上万元。枣树比一般果树

提前 1 至 3 年挂果，且有连续开花、连续结果和较好和稳产、高产能力。由于

枣树发芽晚，当年随花芽分化，随开花坐果能抵御短期内不利于开花座果的天

气因素，一般不会出现早春冻害和大小年现像。枣树的寿命达二三百年，百年

老树仍可年株产鲜枣百公斤以上。 

（3）可间作套种，立体收益 

枣树可作防护林树种，又能与多种作物间作。枣树发芽晚落叶早，根系深

广，枝稀叶小，园内通风透光较好。枣粮间作，可解决发展经济与粮食生产之

间的矛盾；枣与其它经济作物间作，实现地上、地面双收入，提高土地和空间

利用率；枣与牧草间作，即带动畜牧业发展，增加收益，更重要的是在规模化

枣树生产时，解决肥源问题。 

在牧草区、养殖场发展枣树，既可提高资源利用率又使效益成倍增加。 

（4）发展枣树的生态效益 

在牧草种植区套种枣树并种植防护林，既美化环境又能就地销售，经济效

益可观，枣树的耐旱耐瘠，对保持水土和涵养水源起到积极作用，在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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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以及发展生态农业方面也将受到积极影响。 

4、优质牧草种植前景广阔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WTO 的加入、“退耕还林还

草”政策的实施、养殖业的兴起，牧草的种植、开发、利用也随之发展起来。

但目前尚处于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多以个体农户、养殖户种植为主，仅限于自

给自足，还没有形成集约化、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远远满足不了我国畜牧业

发展的需求。因此，牧草业的发展在我国方兴未艾，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它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一体，不仅适应我国大农业的需

要，而且还可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优质牧草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市场潜力巨大。种好牧草是发展畜禽饲养业的物质基础。在目前农业结构调整

的关键时期，种植牧草饲料作物的热潮正在掀起，在繁多的牧草饲料作物中选

择最适合的牧草品种是种好、用好牧草饲料的前提条件。根据实践经验，牧草

产品在牛羊饲料中可占到 60％~100%，猪饲料中可占到 10％～30％。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栽培牧草是发展草地畜牧业的重要基础 

（1）牧草是草食家畜的主要饲料 

家畜饲料种类很多，但对草食畜禽来说，牧草是其主要饲料来源。在广大

牧区，牧草几乎是家畜的唯一饲料；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虽有农作物秸秆及

农副产品可作饲料，但栽培牧草及可食的野生牧草仍然是草食畜禽不可缺少的

主要饲料。特别是当前随着国家实施农业结构调整战略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草地畜牧业在畜牧业乃至整个大农业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因此栽培

牧草在饲料中的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2）牧草是草食家畜的优质饲料 

饲料品质的优劣以其所含营养价值的多少、可消化率的高低及家畜适口性

的好坏而定。一般情况下，牧草尤其栽培牧草中各种营养成分及消化率都要高

于秸秆与精料相近，而牧草的维生素含量更是农作物秸秆和精料所不及的。特

别是鲜草青绿多汁，气味芬芳，其适口性更是其他饲料不能比的。对于草食家

畜保证一年四季有优质青草饲喂，则可提高其生产和繁育效率。用优质牧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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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还可以大大提高畜产品质量和产量，适应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要

求。 

（3）牧草是草食家畜的经济饲料 

很多地方的实践已经证明，种植优质牧草的效益高于粮食作物。一是牧草

的生活力很强，一个生长季可刈割多次，多年生牧草一次种植后可以继续利用

多年，不仅耕种管理较农作物简单，高产优质牧草营养价值的总产量还要超过

农作物。二是种牧草的经济效益高于一般农作物，种草养畜可以较大幅度提高

农民收入。 

2、栽培牧草是治理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 

（1）栽培牧草可以固土保水、防止水土流失 

防止水土流失的方法很多，如植树造林、围筑梯田、筑坝蓄水、行等高线

种植等，以上方法对保持水土防止冲刷都具有一定的效果。但见效迅速、作用

显著、成本最低的方法应该是栽培牧草。首先牧草的种植较为简易，种后二到

三年即可见效；其二牧草茎叶丛密可以掩护地面，根和地下茎或匍匐茎等蔓延

土壤表层，可以固结土粒，防止冲刷；其三种草的土地，由于有机物的增加和

团粒结构的形成，保水力增加，下雨时流失的水分较渗入土中的水分少；其四

由于地面密生茎叶，可缓和流速，减少流量，因而减轻水土的冲失。 

（2）栽培牧草可以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据测定种植禾本科混播草场，每公顷土壤中增加的有机质含量相当于施用

了 20～30 吨的厩肥，而且这些有机质能均匀地、深入地分布在土壤中，其肥效

高于施用厩肥。除提高土壤肥力外，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还有助于形成团

粒结构，而团粒结构是土壤肥沃的重要条件。具有团粒结构的土壤能在植物生

长过程中不断提供最高最适量的水分和养料，保证施肥、选种、灌溉、耕作等

农业技术发挥最大的效率。 

种植优良牧草除直接改变土壤的理化性状外，对后茬作物的影响更明显。

牧草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的生态功能，将有助于奠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贮草抗灾，保障饲料供应 

  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我国草原牧区大雪灾大致有十年一遇的规律。至于

一般性的雪灾，其出现次数就更为频繁了。雪灾发生的时段，冬雪一般始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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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春雪一般终于 4 月。危害较重的，一般是秋末冬初大雪形成的所谓“坐冬

雪”。随后又不断有降雪过程，使草原积雪越来越厚，以致危害牲畜的积雪持续

整个冬天。 

牲畜的生长繁育对自然条件有较大的依赖性，同时天气等自然条件的变化

也会对牲畜牧养所需的牧草、秸秆及青贮饲料的原料植物生长产生影响，从而

影响畜牧业发展。如果发生雪灾、旱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将会对牲畜造成损

失。 

冷季没有足够的草料贮备。草原地区从春末到秋初，大约 3～4 个月有青

草，牧畜膘情较好。随后便是长达 8～9 个月的枯草期，牲畜只能啃枯草，勉强

维持生命。若遇大雪覆盖草原，牲畜连枯草也啃不到，就只有坐以待毙了。这

便是“白灾”。冷季没有足够的草料储备，是酿成“白灾”的根本原因。 

本项目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机深加工储存项目，能够增加人工草场种植面

积，增加贮料；建立饲料加工，保证饲料就地加工使用，改善淡季饲料不足的

状况，增加饲料供应量，提高雪灾的防御能力。 

4、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保护环境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根本。项目围绕

“畜禽养殖—有机肥—牧草套种枣林”循环产业链发展模式，大力推广生态环

保畜牧业技术，从而探索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之路。 

在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项目把清洁生产、资源及其废弃物综合利

用、生态设计等融为一体，使畜牧经济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过程中，把“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 3R 原则和减少废物优先的原则作

为畜牧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

质反复循环流动，达到污染低排放，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资源的配

置效率。 

（三）项目建设意义重大 

1、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目前耕地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近几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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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一些牧区由于过度放牧，植被遭到破坏，草场严重沙化。针对我国目前生

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倡导大力发

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广优质牧草的种植，走草畜同步发展的

道路，不仅能满足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需求，解决饲料短缺、人畜争粮争地等问

题，同时还可起到退耕还林还草，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优质牧草具有多种用途，除饲用外，还有绿化、固沙、保土、美化环境等作

用。 

我国的农业目前正朝着多元化、生态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优质牧草的

种植、开发与利用无疑会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畜牧业、养殖业的发展

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保证优质种源的前提下，发展种植高产优质饲草，是集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生产项目。 

2、增加绿色生态天然的牧草供应 

饲养的猪、牛、羊等牲畜的粪便可以直接作为肥料用于牧草种植。保证了

牧草绿色生态天然。 

同时，项目的牧草饲料加工，进行干草存储，延伸牧草种植的产业链，即

可以为养殖提供绿色饲料，又可带动当地牧草的商品化。我国大力发展绿色畜

产品，为本项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发展牧草种植及深加工对本市及周边既是退耕还草的立足点又是发展畜牧

业的基础。根据本地的传统习惯和自然资源优势是发展畜牧业，只有真正把畜

牧业发展起来，才能使才能使的当地的农牧民走上致富的道路，也才能保证退

耕还草还林真正落到实处。退耕还草既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也是新形

势下调整农村种植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必然要求。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项目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把农民增收作

为建设生态项目的要义，实现生态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双赢。 

4、有益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繁荣和统一 

由于优质牧草种植项目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促进草地畜牧业的持续稳定

发展，维护草地生态平衡。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加强了牧民定居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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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居住在草原牧区的大多数少数民族贫困牧民脱贫致富，对维护国家的长

治久安和民族振兴，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5、项目产业关联度强，带动多产业快速发展 

（1）带动牧草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年产干牧草产品 7 万吨，籽实 3 万吨，将其深加工储存转化为商

品，带动 XXX 地区草地的可持续性发展。 

（2）带动畜牧业的发展 

每年可为社会提供 7 万吨高品质的牧草产品，可供猪、牛、羊等家畜食

用，并且深加工储存，提高淡季饲料供应量，以防御冬天雪灾发生，极大推动

畜牧业的发展。 

（3）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项目生产中消耗包装袋及其他包装绳，带动当地包装业的发展。带动当地

运输业的发展。 

因此，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出发，项目的建设是必

要的。 

三、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 

（一）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规模如下： 

项目投资 36800.00 万元进行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加工储存。 

具体包括，10 万亩牧草种植，牧草经过加工，干草存储。种植牧草品种为

朝牧一号，该品种品质优良；养殖猪 5 万头，养殖牛 1 万头，养殖羊 20 万只；

同时，项目四周套种枣树并种植防护林。 

（二）产品方案 

项目产品如下： 

表 3-1 项目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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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牧草 7 万吨 

2 籽实 3 万吨 

3 猪 5 万头 

4 牛 1 万头 

5 羊 20 万只 

1、朝牧一号牧草品质优越 

朝牧一号稗子由辽宁省朝阳市畜牧科研所通过碱谷与早稗杂交育成，已通

过国家鉴定，获国家优秀成果和优秀专利技术，并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 

朝牧一号稗子因它穗象谷子，粒似稗子，且抗旱、高度耐盐碱，故有“谷

稗”、“旱稗”、“碱稗”之称。通过全国牧草审定，经农业部批准定名朝牧一号

稗子，全国各地种植均获得极显著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它是一种适应范围

广、抗逆性强、性状优良、粮草兼收、双高产双优质的新型饲料作物。它是发

展草食家畜牛、羊、马、兔等最理想的饲草饲料；也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治

理盐碱地的逆境先锋作物；是草饲轮作配置作物；也可用于沙打旺、苜蓿老草

地更新改造，农区可取代部分谷子和玉米生产，极有发展前途。 

（1）适应性极强是逆境先锋作物  

朝牧一号稗子对土壤要求不严，既耐低湿、盐碱又抗高温干旱，山坡、平

地、河滩、低洼盐碱地均可种植，耐瘠薄、抗倒伏、抗病虫。生育期中不必防

病灭虫。尤其是耐盐碱是任何作物所不及的。据河北省沧州农林科学院多年试

验结果表明，朝牧一号稗子是耐盐碱的作物。在 7.6 个大气压盐溶液浓度下种

子可正常萌发，其临界值为 12.2 个大气压。正常出苗的土壤盐渍度为 0.3%，临

界值 0.45%，极限值 0.75%。进入分蘖期以后，耐盐能力增强，在 0.60%盐渍度

下可正常生长发育开花结实。它比耐盐牧草禾参子，湖南稷子、碱谷等更为耐

盐碱，其秸秆和籽实产量均居第一位。产草量分别比碱谷、普通饲料稗子、湖

南稷子，禾参子增产 18.3%、32.7%、65.2%、92.0%；其籽实分别增产 33.3%、

75.2%、62.%、114.2%。吉林通榆县羊井乡榆林村在春天盐碱白花花，夏天水

成洼的地块种植仍获得成功。河北省沧县在 0.4%盐渍土地上种值 1 公顷，获每

0.067 公顷产干草 722 公斤，籽实为 250 公斤的好收成。辽宁省彰武盐碱地试验

站在盐荒地种植，每 0.067 公顷产干草 750 公斤，比原植被生物量提高 20 倍。

2000 年朝阳遭受建国几十年以来未有的特大旱灾，相邻地块玉米几乎绝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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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大营子北山村种植的朝牧一号稗子获得每 0．067 公顷产干草 600 公斤，

籽实 280 公斤好收成。且抗病虫，抗到伏。  

（2）草料双高产双优质 

朝牧一号稗子植株高大，生长势强。一般株高 1.9～2.1 米，最大单株达 2.3

米，平均有效分蘖 5～7 个，最多达 24 个，穗长 20～22 厘米。生长整齐，主穗

分蘖穗成熟一致，一般条件下每 0.067 公顷产干草 700 公斤以上，籽实 300 公

斤以上。高产地块每 0.067 公顷产干草 1000 公斤以上，产籽实 500 公斤。在同

其他一年生禾本科饲料作物对比试验中，朝牧一号稗子草和籽实产量均居参试

材料之首。朝牧一号稗子与谷子相比，干草产量增产 100%以上，籽实增产

60%以上。中国农科院开展饲料稗子全国区域试验，在辽宁朝阳、北京西部、

江苏南京、安徽安庆、云南曲靖布点，其中长江以北三个点，朝牧一号稗子干

草和籽实产量均居首位。  

在长江以南两个点，籽实产量均高于参试所有国外国内稗子，干草产量略

低于国外一种稗子居于第二位。朝牧一号稗子不仅草粮产量高，且营养丰富品

质好，经测定干草粗蛋白，粗脂肪含量分别为 8.7%和 4.6%，粗蛋白、粗脂肪

含量均高于谷子和其他禾本科饲料作物。朝牧一号稗子秸秆空心，软而甜，叶

量大，牲畜爱吃，可青刈割喂牛、羊、兔，也可用于池塘养鱼及发展特种养殖

业等。调制干草是冬春牛羊最好的饲草。用户反映稗草比谷草适口性好，采食

率高，吃得净，并上膘快。大连金州种畜场用稗草喂奶牛比喂其他饲草产奶量

提高 10%以上。朝牧一号稗子秸秆高，空心柔软，又是用于冬季大棚打草帘子

最好材料，籽实是畜禽难得精料，尤其养鸟鸡、山鸡、鸽、鹧鸪等珍禽类更

好，还可食用，出米率 60%，米清白，味道好于小米，市场售价比大米、小米

高出一倍，十分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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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朝牧一号图片 

2、牧草套种枣树，提高利用率 

枣树可作防护林树种，又能与多种作物间作。枣树发芽晚落叶早，根系深

广，枝稀叶小，园内通风透光较好。枣粮间作，可解决发展经济与粮食生产之

间的矛盾；枣与其它经济作物间作，实现地上、地面双收入，提高土地和空间

利用率；枣与牧草间作，即带动畜牧业发展，利用剩余劳力，增加收益，更重

要的是在规模化枣树生产时，解决肥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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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牧草套种枣树，防护林 

3、实现畜牧业循环经济 

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项目饲养的猪、牛、羊等牲畜的粪便可以直接作为肥

料用于牧草种植。保证了牧草绿色生态天然。 

“畜禽养殖－粪便无害化处理－牧草种植、枣林种植”循环链，通过畜禽

粪便的生化处理制成有机肥料，使大量畜禽粪便得到无害化处理，既生成新的

能源和资源，又减少了污染，同时又为绿色天然牧草和枣产品生产提供了肥

源，减少化肥施用量，带动了绿色牧草和无公害枣产品的生产。 

 
图 3-3  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基地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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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基地养羊 

 

图 3-3 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基地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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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址选择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XXX 市，拟申请用地 10 万亩。 

 

图 4-1 项目建设地址 

XXX 坐落于欧亚大陆和新疆腹心地带，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北倚天山支

脉库鲁克山和霍拉山，南临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XXX 市（Korla）是县级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

首府，因盛产香梨而称为“梨城”。城市位于新疆自治区中心地带，全市总面

积 7116.9 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约 60.17 万，常住人口 48.7 万人，流动人口约

30 万人（统计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市人民政府驻孔雀河以南新市区，是南

疆最大的城市，也是新疆仅次于乌鲁木齐的第二大城市，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实

施“北乌南库”发展的对象城市，是进出南疆的要塞，新疆的南北疆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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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方案、设备方案 

（一）技术方案 

朝牧一号稗子适应我国南北方各类型土壤种植，北方播期以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为宜。黄河以南可春播也可夏播。每 0.067 公顷播量 0.75 公斤，行距

55～60 厘米，株距 18～20 厘米，苗期要早铲、早定苗，促进早发，中期生长

遇干旱应灌水，整个生育期不需防病灭虫，成熟时应及时收获。朝牧一号稗子

是粮草兼收作物。一般以调制干草利用为主，因它具有较强的再生力，也可青

刈，但要在孕穗前刈割，留荐 8～10 厘米。刈割后中耕施肥，以利于再生。 

1、土壤耕作 

牧草的生长发育和所有植物的生长发育一样都需要光、热、空气、水分和

养料。其中水分和养料主要是通过土壤供给的。牧草只有生长在松紧度和孔隙

度适宜，水分和养料充足，没有杂草和病虫害，理化性状良好的土壤上才能获

得高额的产量。所以，土壤耕作是栽培牧草高效生产技术中最重要的措施之

一。 

土壤耕作的主要措施包括：犁地—耙地—浅耕灭茬—耱地—镇压—中耕—

开沟、作畦与作垄。 

土壤耕作的目的：一是改善土壤耕作层的结构。通过耕翻、耙压等土壤耕

作措施，使紧实板结的土壤变成具有适当的松紧度的土壤，从而加强土壤的透

水性、通气性和容水量，提高土壤温度，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提高土壤有效

养料含量，为牧草播种出苗和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消灭杂草和病虫

害。通过耕翻等可以直接消灭杂草及病虫害。三是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

肥力。通过耕翻将残茬及枯枝落叶，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翻入土层，利于根系

吸收，增加肥效。四是平整地面，蓄水保墒，利于播种出苗。通过耕翻耙压，

使地面平整，土层松紧适度，利于蓄水保墒和牧草播种出苗。 

2、施肥 

施肥是提高牧草产量，保证草地永续利用的重要技术措施。本项目直接施

用有机肥料，主要是畜粪。 

3、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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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子质量 

牧草种子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播种质量和产量高低。所以播种前首先要

检查所用种子是否具有国家授权的牧草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质量检验合格证

书，经检验合格的种子才能使用。 

（2）播种要求 

牧草播种，是牧草生产中关键性的一环，为了达到苗齐、苗全、苗壮，必

须认真做好播种工作。牧草播种技术主要包括播种期的确定、播种方式的选择

及播种深度和播种量的把握。 

播种期牧草播种和农作物播种一样，要求适时，适时播种不但能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而且能保证下茬作物正常生长。适时播种的原则有三点，即一，牧

草种子发芽的最佳温度。即二，满足牧草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生理条件（如有些

牧草有春化阶段）。即三，避开当地野生杂草的生长旺季。总之，适宜的播种

期，应根据牧草的生物学特性，当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雨季来临的时间和土

壤、水分等综合因素确定。 

播种方法人工种草的播种方法和工具有多种，目前采用的有条播和撒播。

条播是间隔一定距离将种子播成行条播深度均匀，出苗整齐，有利于牧草生长

和施肥处杂等田间管理。条播行距的大小因牧草种类和利用方式不同有所差

异，行距大小应以能否获得产量高、品质好的牧草为标准。撒播是整地后把种

子撒播地表，可人工播也可采用播种机及飞机播种，是目前生产实践中使用较

多的播种方式，撒播要注意尽可能均匀。点播是间隔一定距离，挖穴播种，适

于在较陡的山坡荒地上播种。总之，在选用播种方法时，应根据牧草种类、地

形、土壤和气候条件而定。 

4、牧草的适时刈割和贮制利用 

适时刈割的牧草可以青饲，也可以晒制干草和青贮，以备冬春饲料缺乏时

利用。刈割不仅是一次产品的收获，也是一项田间管理措施。因割期是否得

当。留茬是否合适对牧草以后的生长中产生很大影响。刈割次数应根据牧草生

物学特性，不同地区气候条件，栽培管理技术水平而定。冬前最后一次刈割不

能太迟，须留有充分的再生时间，以利植株积累足够的营养物质，提高根部抗

寒能力，安全越冬。一般应在入冬前 3－4 周进行。留茬高度也要因不同牧草而

异。如苜蓿留茬 4－5 厘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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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牧草除青刈利用外，主要还是调制干草或青贮以备冬春时用。优质干

草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各种家畜都喜食。贮存大量的干草，可以保证家畜

在冬春缺草季节的营养需要。晒制干草首先应考虑当地气候条件，要选择旱季

的晴天进行。刈割后就地平摊，晴天晾晒一天，叶片凋萎，含水量约为 45-50%

时，集成高约 1 米的草堆，经 2－3 天，当干草能拧成草绳，即不张裂，也不出

水时，即已下降到含水量 20%左右，可以运回圈舍附近堆垛贮存，但此时牧草

含水量为非安全含水量，潮湿天气过后应及时通风凉晒。晒制过程一定要避免

雨水淋湿、霉变，以保证干草的质量。堆垛后就特别注意草垛中不要被水渗

透，以至干草腐烂发霉。 

（二）主要设备方案 

1、设备选配原则 

（1）满足项目种植、养殖及深加工需求、经营规模以及产品的技术要求。

设备技术先进可靠，配置成套，性能匹配，有利于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强

度。 

（2）节能降耗，符合环境保护规定和循环经济的要求。 

（3）设备性价比好，售后服务规范。 

（4）必须具备工装、设备的匹配设计。 

2、设备明细表 

项目设备总计投资 6006.48 万元，安装调试费 180.19 万元。具体选型如

下： 

表 5-1 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万元) 价格（万元) 

1 轮式拖拉机 台 16 16 256 

2 牧草种子播种机 台 16 22 352 

3 种子清选设备 套 16 24 384 

4 种子收获机 台 15 28 420 

5 割草压扁机 台 16 17 272 

6 悬挂犁 台 15 12 180 

7 72 片园盘重耙 台 12 15 180 

8 24 片园盘重耙 台 14 16 224 

9 悬挂式喷雾机 台 10 20 200 

10 拖车式撒肥机 台 12 21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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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链式强制输送机 台 10 22 220 

12 牧草专用强制喂料机 台 10 18 180 

13 配料添加机 台 8 15 120 

14 螺旋输送机 台 8 12 96 

15 斗式提升机 台 8 12 96 

16 均贮机 台 16 8 128 

17 分料器 台 20 9 180 

18 打捆机 台 20 9 180 

19 栅栏式搂草翻晒机联结器 台 20 12 240 

20 栅栏式搂草翻晒机 台 15 12 180 

21 自走式牧草青贮收割机 台 15 12 180 

22 搂草机 台 15 12 180 

23 牧草收割机 台 10 12 120 

24 平车拖轮 台 8 12 96 

25 空压机 台 4 6 24 

26 运输设备 辆 5 7 35 

27 照明设备 套 4 1 4 

28 变压器及配电 套 2 9 18 

29 办公设施 套 6 6 36 

30 厕所设备 套 3 8 24 

31 养殖设备 套 8 100 800 

32 消防通信设备 套 1 21 21 

33 后勤安保设备 套 1 5 5 

34 备用电机 套 1 23.48 23.48 

35 环保设备 套 4 25 100 

一 设备购置费 
   

6006.48 

二 安装调试费      180.19 

项目设备全部来自国内，不涉及进口及换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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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图布置 

项目拟征地 10 万亩，总平面布置要以牧草种植及加工要求为原则。加工环

节首先要保证迳直而短捷的生产作业线，各车间布置要按工艺流程顺序，尽量

避免交叉和迂回，使各种物料的输送距离为最小。同时将公用系统耗量大的车

间尽量集中布置，以形成负荷中心，并与供应来源靠近，使各种公用系统介质

的输送距离为最小。厂区的交通路线布置要直而短，不同货流之间、货流与人

流之间都要尽可能避免交叉和迂回。 

项目厂区布置要充分考虑安全，严格遵守防火、卫生等安全规范，要考虑

消防水源和给水管网，按规范布置消防车车道。 

为美化环境与减少污染，对牧草区周围进行枣树种植，形成防护林，以达

到减弱噪声、防风固沙、调节气温、保持水土、改良气候的作用。 

项目消防工作由市政消防部门承担，同时设计要充分考虑消防通道和中、

小型必备的消防器材。 

新建装置的地坪标高根据周围现有设施及道路标高确定，以顺应厂区竖向

布置方式，保证场地雨水排除顺畅。项目区设环形道路，厂区主道路宽 12 米，

次级道路宽 6 和 9 米两种，可以满足运输、消防及检修的需要，路面采用混凝

土面层。 

项目总平面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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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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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牧草深加工储存项目净用地面积 149484 平米。约 196 亩。 

整个厂区总体规划为原料堆场区、牧草深加工区、办公生活区、收割机器

停车场。 

1.原料堆场区：用地 112672 平米(169 亩)。东西宽 224m，南北长 503m。 

2.牧草深加工区：用地 9086 平米。东西宽 77m，南北长 118m。牧草深加

工区包括生产车间、成品库 5 座。用地 9086 平米。 

3.办公生活区：包括综合办公楼 1 座，配电室 1 座。东西宽 77m，南北长

52m。用地 4004 平米。 

4.收割机器停车场：东西宽 30 米，南北长 170 米，总用地面积 5100 平

米，停车位 180 个。 

表 7-1 总平面布置主要指标表 

序号 项目 用地面积（平米） 

1 用地面积 149484 

2 原料堆场区 112672 

3 牧草深加工区 9086 

4 办公生活区 4004 

5 收割机器停车场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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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节能措施 

项目资源利用及能耗指标如下： 

按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2589-2008》的规定，电、燃油、新水的折标

系数分别为 0.1229kg ce/kWh、1.4714t/t、0.0857kg/t。经估算，项目能耗情况如

下： 

表 7-1 项目能耗 

用能种类 年用量 标准煤折算系数（当量） 年耗标准煤（t/a） 

电 121 万 kWh 0.1229kg ce/kWh 148.71 

燃油 1.0t 1.4714t/t 1.47 

水 24000.00t 0.0857kg/t 2.06 

合计   152.24 

项目年总耗电量约为 121.00 万 kWh，年综合能耗约为 152.24tce/a，项目投

入总资金 10300.00 万元，由此可得： 

表 7-2 项目能效指标表（当量值） 

能效指标 数值 

单位投资综合能耗（kgce/万元） 4.14  

单位投资电耗（kWh/万元） 32.88  

综合评价，项目综合能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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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环境影响评价 

厂区周围和生态环境以工业用地为主，无特殊生态保护物种，周围无名胜

古迹和自然保护区，项目地址远离居民区。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良好，大气、

水、固废、噪声等控制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本项目基本没有污染，而且建设充分考虑了环保措施，项目投产后对环境

的影响不大。 

九、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期 2 年，从项目正式申报开始计算，建设期总计 24 个月。 

一期从 2013 年 7 月开始建设，预计 2014 年 6 月后投产；二期 2014 年 7

月投产，预计 2015 年 6 月投产。 

本项目从 2013 年 7 月开始，2013 年 7—12 月份，落实项目土地、立项、

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设备选型、建筑工程设计及各项工程议标招标等工作。

2014 年 1 月开始施工准备，2014 年 4 月起开始施工建设并购置设备，2015 年 6

月验收。为了加快实施，早日投产，各实施阶段则适当穿插进行。 

具体的实施流程和进度规划如下图所示： 

表 9-1 项目详细进度计划表 

序

号 
实施阶段 

2013 2014 2015 

7 8-9 10-11 12 1-6 7-12 1-3 4-6 

1 土地、立项、勘察设计         

2 施工准备         

3 设备购置         

4 土建施工         

5 设备安装调试         

6 职工培训    
 

    

7 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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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目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一）生态效益 

项目建成后，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对“三化“草地的治理产生积极的影

响。基地生产的大量的合格种子用于人工草料地和改良草地建设，有利于缓解

草畜矛盾，减轻天然草地放牧压力，促进退化草地植被的自我恢复，逐步实现

草地生态的良性循环。 

通过草地植被覆盖度的增加，提高了调节气候的能力，降低了温度，增加

了空气湿度，改善了区域气候环境，有利于局部气候向良性方向转变。项目实

施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二）经济效益 

项目投入总资金 368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0687.17 万元（其中建筑工

程费 7610.00 万元、设备购置费 6006.48 万元，项目属于生态农业项目，免收增

值税及所得税。项目建成后，正常经营年份年销售收入 34000.00 万元，年利润

总额 6857.62 万元，项目投资利润率 18.63%，投资利税率 18.63%，销售利润率

20.17%，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1.44%，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1.44%，税

前财务净现值 20018.32 万元，税后 20018.32 万元，税前投资回收期 6.99 年，

税后投资回收期 6.99 年，其中均含建设期。项目的预期产能达到约 47.76%，即

可保本不发生亏损。 

以上数据表明，本项目经济效益较好。项目在财务上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因此，项目从财务角度看是可行的。 

（三）社会效益 

本项目是生态农业项目，属于国家大力支持鼓励发展项目。项目不涉及复

杂的社会因素和长久社会影响，项目没有社会风险，也不涉及社会矛盾。 

本项目的建设提高了绿色生态天然的牧草供应量，满足了牧草供应不足问

题，同时，项目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对畜牧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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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言，项目建设提高新疆地区牧草储备，有利于防御雪灾。同时，项

目项目能够带动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益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

繁荣和统一。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34000.00 万元，直接带动就业 500 人，间

接带动地方就业 2000 人，为国家新增 GDP8607.26 万元。 

项目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畜牧业重点工程的建设、带动就业和循

环经济、生态环境都将做出重大贡献，社会意义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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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该项目符合国家各项产业支持鼓励政策，市场前景看好。 

2、XXX 地区的自然条件及生态环境条件适宜本项目牧草品种的生长发

育。 

3、优良牧草规模化种植基地的建设，有利于推动 XXX 市乃至新疆地区退

耕还林还草、“三化”草地治理、恢复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的实施。 

4、牧草种子基地的建成可有效地促进新疆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5、随着优质牧草种植规模化及深加工储存项目的建设完成，可促进牧草种

植产业化发展进程，有利用传统畜牧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6、项目财务评价计算结果表明，项目财务盈利能力尚可，抗风险能力强，

并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的建设具有可行性。 

（二）建议 

1、建议新疆 XXX 科技有限公司高度重视该项目，安排专人负责，确保项

目顺利按时进行。 

2、建议新疆 XXX 科技有限公司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做好设备选购等工

作，确保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3、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生产安全管理，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4、建议新疆 XXX 科技有限公司积极落实建设资金，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

施。工程施工中抓好招投标制和监理制，确保工期、质量、投资控制，为项目

的顺利实施打好基础。 

5、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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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XXX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备案请示〔2013〕01号 

 

关于“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加工储存项目” 

的备案请示 

 

XXX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我公司拟在 XXX 市投资建设“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加工储

存项目”（新建）。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名称：新疆 XXX科技有限公司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

深加工储存项目。 

二、建设地址：XXX市。 

三、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拟投资 36800.00 万元新建一个年产 10

万亩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及深加工储存，养猪 5 万头、牛 1 万头、

羊 20 万只；同时，项目四周套种枣树并种植防护林。建设具体包

括：牧草深加工厂房、原料堆场区、成品库房、办公楼、门卫、收

割机器停车场及公共活动区、道路及辅助工程，购置种植、养殖、

加工、办公及辅助设备，准备流动资金。项目投产后，预计年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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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可达 34000.00万元人民币。 

四、项目总投资：项目投入总资金 368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30687.17万元，流动资金 6112.83万元。 

五、项目建设期：2013年 7月至 2014年 6月。 

六、项目建设单位：新疆 XXX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单位：新疆 XXX科技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