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梦想，将来能边逛街边养鸡

如今，雷绍全的养鸡场运转自如，他
粗略算了下，一批1斤半的鸡仔养到3斤
半就可以下蛋，产蛋率95%，一天可以产
蛋6.65万个，按照4毛钱的批发价，每年
光鸡蛋就能赚80万元。外加每年可以卖
出4批鸡，大约28万只左右，每年养鸡场
可盈利100多万元。

雷绍全并没有满足于此，现在他又有
了新想法，将全自动操作程序安装到手机
上。

“如果能用手机操作，我就能一边逛
街一边养鸡了。”雷绍全说，到时候不用去
鸡舍，也能用手机了解鸡的生长情况，天
热了，一按键就可以把湿帘打开降温，还

可以用手机控制投料、调节风扇降温等。
近年来，嘉鱼县对实施了全程机械化

建设的养殖场，出台了一系列奖补措施，
引导畜禽企业提升蛋鸡养殖机械化水平。

“雷绍全的智能化养鸡场作为嘉鱼县
的重点科技项目，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对

“124”模式的鸡场一栋进行2万元的补

贴，我们还组织农技人员对其进行培训指
导。”嘉鱼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志红说。

嘉鱼县存笼蛋鸡140多万羽，全程养
殖机械化率超过50%。雷绍全希望这种
智能养鸡的模式能在嘉鱼县乃至咸宁市
推广，让更多的村民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
利和实惠。

高效利用，鸡粪也能卖出好价钱

随着蛋鸡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禽
粪便的处理问题成了“烫手的山芋”。如
何处理这个难题，养殖场老板雷绍全有自
己的打算。

当日，记者将鞋底和衣服消毒处理
后，随雷绍全一同进入鸡舍。令记者意外
的是，鸡舍内并没有难闻的异味，也见不
到堆积的粪便。

雷绍全说，这就是智能养鸡场与传统
养鸡场最大的不同之一。传统养鸡场内

鸡将粪便拉在笼中，平时无法清理，只有
等这批鸡出栏后才能集中清粪，因此鸡舍
中味道较大，在里面呆久了还会有辣眼睛
的感觉。

智能化养鸡场将鸡和粪便分开了，
鸡笼底下是铁丝网，粪便透过铁丝网掉
到地上，地上有个自动刮板，每天会定
时清理两次，清理完的粪便集中在同一
个区域，再通过传输带传送到室外统一
堆放。

这些粪便里没有掺杂锯末，对种地的
人来说，是最好的肥料，因此雷绍全鸡舍
里的粪便早早就被村民们预订了，每年清
理出的粪便就能盈利10万元左右。

雷绍全说，他们现在正在向农业专家
请教，立足农业内部各产业关联性，研究
一条“饲料－鸡粪－有机肥－农作物－饲
料”的闭合生态链，实现了农业内部各产
业要素的有机循环。

“上周，我们到黄冈、仙桃等地考察，打

算引进他们的生物有机肥加工设备，利用
先进生物技术对鸡粪进行降解除臭、混合
发酵，加工成有机肥，直接用于苗木种植和
农田施肥。”雷绍全说，如此一来，畜禽粪污
摇身一变，由“废”变“肥”，不仅有效避免了
环境污染问题，还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养
鸡场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日益凸显。

除此以外，鸡舍里还配备自动报警系
统，有自动调温和检疫功能，疫情风险也
降到了最低。

设备智能，一台电脑调控养鸡场

作为青山生态蛋鸡养殖场的唯一员
工——雷波涛是官桥镇石鼓岭村村民，高
中毕业后，就帮着村里人养鸡赚钱。

回忆起原来的养鸡场景，雷波涛说：
早上8点就爬起来准备鸡饲料，那时候喂
5000多只鸡要准备半吨饲料，挨个放进
料盘里，就得忙活一早上。喂料、喂水、调
控温度等需要三个人，一天还要连轴转。

现在，两栋鸡舍里的7万余只鸡全由他
一人照看，担子重了，干的活反而轻松了。

养鸡场里用的是智能化设备，这一设

备具有清粪、喂料、喂水、控温自动化。
雷波涛不再需要早起备料，也不再

需要往一个个料盘里加料，鸡舍旁有一
个堆放饲料的小房子，里面有个直径两
米左右的铁质大漏斗，只需把饲料倒进
漏斗里，通过全自动设备就能将饲料传
输到料盘中，每个料盘里的料量是统一
设定好的，如果料量低于设定的最低
值，设备就会自动启动往里加料。

喂水与喂料的方式大致相同，只是盛
水用的葫芦瓢被自动化出水装置代替，鸡

用嘴啄出水口，就能喝到水，喝完后出水
口自动关闭，避免水被污染或浪费。

1000多平方米的鸡舍内，雷波涛只
需轻轻按动按钮，就能完成加料、通风、调
温等环节，他曾经算了下，这整个过程仅
需半个多小时就行了。

“这是我们养鸡场的电脑控制柜，这
个柜子相当于我们整个养鸡场的核心大
脑，我们通过这台机器来控制这里面的温
度。”养鸡场里，雷波涛给记者演示了一遍
温度设置，电脑主屏幕上，温度设置在26

度，湿度是56% 。
这个被雷波涛称之为“养鸡场大脑”

的柜子，是该养殖场2年前从以色列购进
的一整套机械化设备的控制中枢，与之配
套的是按标准化蛋鸡“124”模式设计的鸡
舍，即1栋全封闭式鸡舍，层叠式笼养蛋
鸡3.5万只，生产过程采用自动喂料机、集
蛋鸡、履带式清粪机、湿帘风机四机配套。

雷波涛说，以前繁琐的养鸡程序全部
转化为全自动操作面板上的几个按钮，就
算不进鸡舍，也能把鸡养好。

“高楼”养殖，蛋鸡生长环境很舒适

1日，记者来到嘉鱼县青山生态蛋鸡
养殖场，花园式养殖场里鸟语花香，完全
没有想象中的异味。

“快来看！这里一共养殖有7万只蛋
鸡，膘肥体健。”站在鸡舍前，隔着透明玻
璃，养殖场老板雷绍全向记者介绍道。

雷绍全告诉记者，和传统养殖模式
相比，这里的蛋鸡生长环境非常舒适，
全部住在4层“高楼”里，一个鸡舍原来

只能存栏1万只蛋鸡，现在增加到了3.5
万只，不仅节约了养殖空间，而且更有利
于蛋鸡健康生长。

在养殖场内，鸡舍中昏暗的灯光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雷绍全解释说，大型鸡群
饲养容易出现“炸群”的现象，如果突然发
生声响或者有陌生人进入，鸡群可能会产
生互啄等互相攻击的行为。

养鸡场采用进口光源呈现的这种柔

和的灯光，是为了减少鸡群的刺激反应，
让人和动物都处在一个不刺眼的舒适环
境中。

“老雷啊，你家鸡蛋说好了给我啊，我
明天一大早就来拿……”采访中，嘉鱼农
贸市场禽蛋商贩任老板打来电话，预定了
200斤新鲜鸡蛋。

电话里，任老板直夸雷绍全的鸡蛋品
质没得说，营养价值高，销量好。

雷绍全笑呵呵地说，鸡蛋的高品质主
要得益于鸡舍的信息化控制系统。养殖
温度、湿度、空气流量等环境指标全部由
电脑自动控制、精准调节，确保鸡舍全程
处于密闭、舒适、无菌状态。

此外，对于蛋鸡的进食、检疫、健康和
鸡蛋的生产日期、来源信息等情况进行实
时监控、精准跟踪，让每一只蛋鸡都拥有

“身份证”，每一枚鸡蛋都有信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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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播报事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刘艳报道：为进一步
弘扬、学习和传承雷锋精神，增强服务意识。近日，
嘉鱼农商行学雷锋志愿者小组，积极响应,自发组
织行动起来,走上街头、走进社区，纷纷投身“学雷
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月”志愿公益系列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前往三湖连江，开展深化“保护
母亲河”行动，用扫帚、镰刀、铁铲等工具，对沿岸卫
生进行清扫，对岸边的白色垃圾、杂草进行清理。
在清理周边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积极向附近居民

宣传江周边卫生环境保护。
活动期间，志愿者深入嘉鱼县长寿老年公寓，

开展“亲情陪伴、爱心捐赠”活动，志愿者走进老人
群体问寒问暖，和老人们拉家常,帮她们整理内务
等，并将近2000元的爱心物资送到公寓老人手中。

在嘉鱼县农机社区，志愿者摆摊设点，就银行
电子银行支付结算、反假币、反洗钱、拒赌、防电信
诈骗和农商行贷款整体授信、微贷业务产品等知识
现场向社区居民进行宣传讲解，得到了社区居民的
一致好评。

“这样的活动挺好的，现场教学市民如何少上
当，不上当，保护好自己的财产，我们还学到了不少
实用的金融识识，希望以后多开展。”社区张阿姨表
示。

嘉鱼农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学雷锋日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通过一系列志愿者服务活动，进一
步激发了员工的志愿服务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也很
好地展示了农商行“责任金融”的良好形象，将进一
步在系统内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让志愿服务成为农商青年人的时尚和生活
方式。

心手相牵 爱在农商

嘉鱼农商行学雷锋志愿服务在行动

截止2021年 2月28日，高新区支
行营业室各项任务完成统计如下 :扫码
付完成130户 ，完成48.15% ；手机银行
完成160户 ，完成96.97% ；微银行完成
491户 ，完成99.19% ；存款净增4075
万 ，完成 107.2% ；微贷完成2958万 ，
完成112.03% 。

这看似简单的数字，却融入了咸宁
农商行高新区支行营业室全体员工的艰
辛和汗水 。

客户经理金子剑受理一笔60万元
微贷，客户户籍、抵押物在咸宁 ，但是他
经营地远在北京 ，按照微贷的流程，客
户经理必须实地进行调查并与客户合
影，去还是不去呢 ？去，远在千里之外，
还要承担1100元路费，不去，将流失客

户。客户经理金子剑不计个人得失 ，毅
然购得当天往返北京的车票 ，进行实地
调查，最经拿下该笔货款。

潘圣雄是一名资深客户经理 ，在得
知同学的哥哥需要一笔 1000万元的流
动资金贷款 ，5次到客户的经营地赤壁
市经济开发区进行调查客户经营的状
况 ，包括客户的经营成本 ，库存存量，
以及未纳入征信的负债等情况 ，4次到
武汉调查抵押物的价格、入住经营、抵
押。经过三周的精心劳作 ，最终放款
860万元房联融 。

还有4075万元的存款，这其中还有
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人呢？“我来接您
吧 ，办完存款手续我送您回家 ”，在我
们支行天天在发生 。

在日常工作中，咸宁农商行高新区
支行营业室建立了晨会、周会、业务培训
会等机制，凝聚合力 ，加强考核督导 。

副行长张文慧，客户经理万景、金子
剑，他们不仅加班加点完成各项任务 ，
他们还创造一个不怕苦，不怕累，不计个
人得失的良好氛围 ，自己做累了，却不
忘起身握紧拳头喊一声，“加油”！在办
公室里倍增一股无限的力量，柜员陈文瑾
在平时工作中很腼腆羞涩，却发动家里人
营销了第一笔100万元的微贷，客户经理
冯光雄大病在家中修养，却屡屡在支行
微信群中发来客户要求开取大额宝的身
份证信息，回复:“人在家中养 ，心驻单位
忙！”高新区支行营业室所有员工在“春
天行动”期间打造了一个坚强的堡垒。

咸宁农商行员工如何开展金融服务——

一份业绩单的背后
通讯员 陈翔 谭伟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热点聚焦

全智能！一个人养鸡七万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特约记者 龙钰 通讯员 郭辉

1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农
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下发了《关于
推介一批畜禽养殖机械化典型案例的通
知》，发布20个典型案例，我市嘉鱼县青山
生态蛋鸡养殖场的“现代化生产装备助力
中小规模蛋鸡养殖案例”入选。

蛋鸡如何实现机械化养殖？当日，记
者来到嘉鱼县官桥镇舒桥村青山生态蛋鸡
养殖场一探究竟。

推广绿色建筑建材

我市组团参观武汉建博会
本报讯 通讯员王涛报道：3月 16日至18日，

2021年第13届武汉国际绿色建筑建材及装饰材料博
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市墙革节能办组织本
市建筑节能管理、设计部门及10余家建筑节能产品生
产企业相关人员，赴武汉市参加了此次博览会。

展会分绿建PC装配式建筑、轻钢装配模板脚手
架、定制家居装饰暖通智慧物业、门窗、建博会论坛区
等五个分展区，搭建了成果展示、产品展览和交流研讨
平台，充分展示了当前绿色建筑建材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材料、新工艺。

通过参观学习、专家授课、研讨座谈，大家对绿色
建筑建材产品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对绿色建筑建材
以及行业动态纷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一块样板
都显示出了各自优点，色彩丰富艳丽的多彩系列，手感
细腻精细的质感系列……都让人目不暇接。大家都进
行了一一询问、沟通、学习，并做详细记录。

据了解，市墙革节能办下一步将通过多途径、全方
位宣传，将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和建设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向社会
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公众
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共同推进我市建筑节能工作高质
量发展。

嘉鱼“红马甲”

帮三湖连江“洗脸梳妆”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1日，嘉鱼县三湖连江旁

多了一群“红马甲”，他们戴着手套、拿着垃圾钳、提着
袋子，正仔细地沿着湖边一边走一边清理一些垃圾死
角。

他们是来自嘉鱼县义工协会和县康泰医院的义
工和志愿者们，当天他们在此开展徒步“毅行”活动，
绕湖一周，边徒步边捡拾沿湖垃圾，用他们的方式来
帮母亲湖“洗脸梳妆”。

活动现场，有的志愿者弯着腰深入到草丛中仔细
寻找着一些不容易看见的垃圾，有的两两合作打捞湖
面漂浮着的一些食品袋，有的在沙滩上翻找着小朋友
们玩耍时留下来的一些废弃物品……志愿者们比着
干、拼着干，不一会儿就有人冒出了汗。

“宝贝累不累？要不要歇一会？”“不用了，妈妈，
我们要快一点，再仔细点，你看，叔叔阿姨们都捡了那
么多垃圾了呢？”一位义工专门带着孩子来参加此次
环湖保洁行动，教育孩子平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做文明市民。

不少义工和志愿者已多次参与这种活动，除了有
专业的工具外，还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说，多参与这种
有意义的活动，不仅能锻炼自身的毅力，还能为城市
良好环境卫生贡献个人力量，一举两得。

市森林防火中心

开展森林防火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4月2日，市森林防火

中心开展以“森林是我家，防火靠大家”为主题的森林
防火宣传教育活动。

目前是森林火灾高发季，为做好春季森林防火宣
传教育，市森林防火中心宣教人员走进市实验外国语
学校，通过科普讲座、现场互动等形式，增强广大师生
的森林防火意识，营造“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的爱林护
林的氛围。

此次科普活动，重点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森
林的作用、森林火灾的危害、森林防火的意义、森林防
火自救以及森林火灾典型案例等知识，教育学生警惕
野外用火的危险性。特别强调进入森林重点防火期，
严禁火种带入林区，严禁上山野炊，严禁在林区上坟
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倡导学生通过“小手拉
大手”的宣传方式，将“一生带一户、一户带千家、千家
带全市”的森林防火模式纵深铺开，将所学的森林防
火知识及时向身边的人进行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紧
绷森林防火之弦，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生态宜居的美
丽咸宁。

现场，市实验外国语学校1000名师生聚集一堂参
加此次活动，市森林防火中心共发放森林防火宣传册
（单）、防火宣传笔、本、文具等共计4000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