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分味道美味猪肉品鉴评价表

序号 猪部分及类型 评         价          
1 号 猪脚 --- 鲜味猪 肉味淡、汤淡、皮脆

2号 猪脚 --- 美味猪 有嚼劲，味香可口、汤浓

3号 猪蹄——普通猪 油腻、汤淡、肉老

4号 五花肉 --- 普通猪 味淡、肉嫩、肥腻、无口感

5号 五花肉 --- 美味猪
味香、肉嫩爽口、清甜不腻、
汤鲜清香

6号 五花肉 --- 鲜味猪
肉香有嚼劲、皮脆、汤鲜、
肉老、有杂味       

7 号 排骨 --- 美味猪
汤鲜甜、骨头香脆可口、猪
味浓、肉松、汤鲜亮

8号 排骨 --- 普通猪 无鲜味、肉硬，汤颜色深

9号 排骨 --- 鲜味猪 无香味、淡鲜味、汤颜色浅

5 试验结果

项目 A组 /圆力佳 B组 /某国产圆环苗 A-B
注射疫苗时间 4/20 4/20
产房转入保育日期 5/5 5/5
产房转入保育日龄 28 28
转入头数 600 600
转入头均重（kg） 7.62 7.65 -0.03
保育转育肥日期 2015.6.17 2015.6.17
保育生长天数 43 43
转出头数 575 568 7
保育期死淘头数 25 32
转出均重（kg） 21.8 20.1
保育期增重（kg） 14.18 12.45 1.73
保育期平均日增重（g/ 天） 329.8 289.5 40.3
保育期头平均耗料（kg） 21.0 20.54 0.46
料肉比（X：1） 1.48 1.65 -0.17
保育猪成活率 95.8% 94.7% 1.1%



姓名 印德明 电话 13222822886
养殖面积（亩） 33 养殖模式 河蟹套养青虾
放养情况
河蟹（858 斤） 2015 年 1 月初，1300 只 / 亩，50 头 / 斤
青虾（330 斤） 2015 年 7 月初，10 斤 / 亩，2000 头 / 斤
销售情况
销售品种 河蟹 春虾 冬虾
销售单价（元 /斤）55
产量（斤） 7500
销售金额（元） 412500 70000
效益分析
鱼种成本（元） 53790 合计支出（元） 231000
饲料成本（元） 110000 总收入（元） 482500
药品、水电（元） 11600 净利润（元） 251500
塘租、人工（元） 1980 亩利润（元） 7621

其他（元） 53630

客户养殖成果介绍

姓名 沈建良 电话 152XXXX5312

养殖面积 20 亩 养殖模式 河蟹套养青虾

放苗情况

扣蟹（斤） 放养密度（只/亩） 规格（只 /斤） 放苗时间（扣蟹）

440 1100 50 2015 年 3 月份

青虾（春苗） 青虾（秋苗）

600 斤 300 斤

销售情况

销售品种 河蟹 春虾 冬虾

销售单价（元 /斤） 48

产量（斤） 5600

销售金额（元） 268800 25000 70000

效益分析

苗种成本（元） 28100 支出合计（元） 126900

饲料成本（元） 46300 总收入（元） 363800

药品、水电（元） 22600 净利润（元） 236900

塘租、人工（元） 10200 亩利润（元） 11845

其它（元） 19700

客户养殖成果介绍

姓名 沈小明 电话 153XXXX2051

养殖面积 12 亩 养殖模式 河蟹套养青虾

放苗情况

扣蟹（斤） 放养密度（只/亩） 规格（只 /斤） 放苗时间（扣蟹）

      270 900 40 2015 年 3 月份

青虾（春苗） 青虾（秋苗）

400 斤 240 斤

销售情况

销售品种 河蟹 春虾 冬虾

销售单价（元/斤） 60

产量（斤） 3000

销售金额（元） 180000 8000 25200

效益分析

苗种成本（元） 26200 支出合计（元） 59700

饲料成本（元） 12000 总收入（元） 213200

药品、水电（元） 8000 净利润（元） 153500

塘租、人工（元） 6000 亩利润（元） 12792

其它（元） 7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