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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的 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改善人民生活。 

我国人民一直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困难情况下，进行

紧张的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一直没有尽情享受丰

衣足食的生活。我国人民虽然经受生活上的困难，但坚信

并跟随我们党，对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尽心竭

力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情义。一想到没能让这么好的人民过

富裕幸福的生活，就睡不成眠。事情虽小，为人民解决了

他们感到困难的问题；人民摊到什么东西，虽然是不多，

每当我接到这样的汇报时 高兴。我国人民完全依靠党，

跟党一起冲破种种困难和考验。我们要给他们早日创造世

上无所羡慕的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要改善人民生活，就要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畜

牧业和水产业，解决吃的问题。 

我在新年贺词中提出了以农产、畜产、水产为三大轴

解决人民吃的问题的任务。把农产、畜产、水产作为三大

轴抓好，积极发展农畜水产，就能圆满解决人民吃的问题。 

我们党为了发展畜牧业，提出了开垦洗浦台地，使之

转变成为大规模畜产基地的方针。 

开垦洗浦台地，建立畜产基地，是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

同志恳切的遗训。金日成同志早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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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展望取得胜利的祖国的明天，大展开垦洗浦台地，发

展畜牧业的宏图。战后，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指出要在

洗浦台地利用草地，大量饲养家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并采取措施建立畜产专业农场。金正日同志遵循他的意

志，指明了开垦洗浦台地，大大发展畜牧业的方向和途径。 

按照党关于实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心愿的构

想和作战计划，目前在洗浦地区蓬勃地进行建设现代化大

规模畜产基地的斗争。 

在我国营造数万公顷草地，建设大规模畜产基地，此次

还是第一次。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者们虽然没有经验，有

很多不足的地方，但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斗争精

神，在洗浦战役创造令人惊叹的奇迹和革新。人民军军人和

突击队员们响应党的号召，奔向洗浦地区，战胜自然的挑战，

在短期内营造了数万公顷的新草地，超额完成了去年的草料

生产计划任务。在修路工程、住房建设、家畜圈和公共建筑

建设等各项目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成果大，但今后要完成的任务

更大。要巩固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已取得的成果，进一

步激发人民军军人和突击队员高昂的气概，尽快完成既定

的斗争目标。 

在建设洗浦地区大规模畜产基地方面， 重要的问题

是改良好土地，营造好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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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浦地区的土地大都是腐殖质含量少，酸性化了，因此，

在这里撒草种，无法生产大量的牧草。因此，要改良好土地。

可以说，洗浦地区畜牧业的命运取决于如何改良土地。 

对洗浦台地瘠薄的土地，不能放任不管。在开垦洗浦

台地的过程中，发现了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炮弹和枪

弹，要铭记每一寸土地是先烈们流着鲜血，用生命保住的

祖国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把渗有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

崇高爱国意志和先烈鲜血的每一寸宝贵的祖国土地放任不

管，而要把它转变为人民幸福美满的富饶的大地。 

人勤地不懒，用汗水真心实意地侍弄田地，就能把所

有的土地变成沃土。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者要以火热的

爱国之心把洗浦台地变成肥沃的土地：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把一抔土、一棵草也都抱在怀里，以热心侍弄之。 

要具体地进行洗浦地区的土壤分析，据之，运熟石灰

和煤灰，施大量的胡敏酸等有机肥料，大大提高土壤的养

分含量。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结束后，也要继续推进增

加草地地力的工作。洗浦台地的土地不易透水，一下大雨

就受灾，因此要排好水。 

洗浦地区一年四季风很大，要有计划地、有远见地进

行营造防风林的工作。 

要在洗浦台地撒下优良草种，按科技要求进行草地施

肥培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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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上要种鸭茅、苜蓿、白车轴草等优良品种的牧草。

洗浦郡、平康郡和伊川郡要自行生产保障草种，同时要从

全国采集良种草种送给他们。 

洗浦地区海拔高低不一，地形复杂，气候相差很大，

因此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搞好牧草和饲料作物安排，

完善适应地区特点的施肥培植管理方法，增加草料生产量。 

要像侍弄水田一样施肥、撒农药、灌溉，搞好饲料草

地管理。我已经给有关干部送去名为《营造草地和牧场》

的图书，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吸收外国营造草地的经验。 

要加紧进行住房、家畜圈、公共建筑物等的建设和公

路建设，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些工程。一定要在洗浦地区建

设畜产学研究所和畜产加工基地。洗浦地区所有项目建设

应符合其用途和科学技术要求，既有利用价值又与自然风

景相映成趣，到遥远的将来也毫无逊色。要做好对建筑工

程的施工指导与监督工作，保证 高水平的建设质量，使

之不愧于 21 世纪样板畜产基地的建筑物。 

要优先提供畜产基地建设所需的燃油、材料、人员

和设备。内阁和相关单位要如数提供水泥、铁钢材等建

筑材料和设备，组织好物资运输，从而按计划推进畜产

基地建设。 

要做好洗浦地区畜产基地经营准备工作。 

目前，在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大有进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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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家畜数量等基地经营和活跃生产所需的准备工作停滞

不前。要给洗浦地区送优良品种的家畜，有远见地分配畜

产技术人员和饲养员，这样，畜产基地建设告竣就立即发

挥其作用。朝鲜人民军六二一号育种场和云谷地区综合牧

场要大量培育出布尔山羊等优良品种的食草家畜，交给洗

浦地区畜产基地。要从国外买进洗浦地区所需的家畜。 

开垦洗浦台地，建设畜产基地的工作，是全党、全国

都要奋起推进的工作。我要求人民军负责干部也要带头参

加开垦洗浦台地的工作。党中央委员会、内阁、委员会、

省和中央一级机关都要关心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并下

大力量。 

在推进洗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国

家的全盘畜牧业。 

我们党致力于建设洗浦地区畜产基地的重要目的，是

以此为转机使全国的畜牧业发生新的变化。 

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的现代化畜产基地，要保证稳产。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那艰难的行军、强行军的艰

苦时期，为改善人民的饮食生活，到处建立了现代化的养

鸡厂、养猪厂和牛牧场等畜产基地。在他的领导下建设的

畜产基地能力很强。这些基地保证稳产，就能供给人民更

多的肉和蛋。可是，干部们建成畜产基地后撒手不管，未

采取措施保证稳产，结果导致不少单位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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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的畜产基地保证稳产，让人民通过实际生活感

到金正日同志的关爱和恩情，这是我们干部作为他的战

士、学生应尽的道义和本分。这些基地保证稳产，并不是

简单的经济业务问题，而是拥护和弘扬金正日同志领导业

绩的重要的政治工作。要制定好凝聚着他领导业绩的畜产

基地保证高产稳产的目标、科学的经营策略和企业策略，

安排好经济组织工作，迅速提高肉与蛋的产量。上次我视

察大同江果木综合农场时，指示各果木农场之间进行生产

竞赛，畜产部门有领导业绩的单位也要掀起社会主义竞赛

的热潮，在畜产物生产中实现新的飞跃。 

要以群众性运动大力进行增加畜产物生产的工作。 

合作农场在发展公养的同时，还要发展农户的私养。 

在国家的畜产物生产中，合作农场的公养和农户的私

养所占的分量不小。发展合作农场的公养和农户的私养，

是没有国家大规模投资也能增加畜产量的重要途径。 

所有合作农场要办好畜产作业班和肥育分组，并有实

效地经营。要给合作农场畜产作业班和肥育分组制定仔畜

生产计划和肉类生产计划，并要求他们一定完成这个计划

任务。 

要鼓励农户的私养。家家户户舍满家畜，也是社会主

义农村的风景。每个农户要大量饲养猪、山羊、兔、鸡等

家畜，增加收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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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个单位都要进行畜产。现在，城津炼钢联合

企业、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等不少单位做好畜产，在职

工的后勤工作中名列前茅。所有机关和企业要具有后勤工

作就是政治工作、社会主义保卫战的观点，切合实际发展

畜产，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大力鼓舞和动员他们执行革

命任务。 

要发展畜产，就要解决家畜的种畜问题和饲料问题，

改进饲养管理，彻底采取兽医防疫措施。确保优良种畜、

充分保障饲料、科学的饲养管理和彻底的兽医防疫措施，

可谓是畜牧业发展的四大因素。 

解决种畜问题，是畜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和农业一样，畜牧业的关键也是种子。饲养优良品种

的家畜，才能少用饲料，大量生产肉和蛋。要以群众性运

动展开畜产，也要先解决种子问题。 

要加强家畜育种工作，大量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要

致力于培育少吃饲料、快速生长、繁殖率高、耐病的家畜

品种。培育少吃精料、生长期短的家畜新品种，这尤其重

要。要在育种工作中树立主体，积极采用细胞工程学、基

因工程学等现代科技成果，大量培育出家畜的优良品种。

家畜育种工作不要仅限于中央研究所，地方的畜产基地和

个人都要进行这一工作，培育出切合各自实际的家畜品种。 

与此同时，要积极进行同外国的科技交流，进口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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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家畜，经过试养阶段后批量饲养。 

要加强国家对家畜种子及其利用的检定工作。要建立

家畜种子不管它在我国研究育种还是从外国引进，都通过

国家检定，登记和利用的秩序。 

要办好原种场和种畜场，切实建立家畜种子生产供应

体系。要加大国家的关注力度，建立现代化的原种场和种

畜场，优先保障这个单位所需的饲料。要以 新科学技术

为基础，改进原种、种畜生产方法，做好生产的原种和种

畜供应工作。与此同时，要建立原种保存体系，以防止出

现优良品种的家畜退化和枯竭的现象。要积极保护和繁殖

我国土产种猪、鸡等味美可口、特异的土产种家畜。还要

保存和大大繁殖我国有名的朝鲜牛和丰山狗。 

解决饲料问题是畜牧业发展的决定性保证。 

发展畜牧业，重要的是饲料保障问题，这不次于种畜。

培育再好的种畜，没有解决饲料问题，就不能发展畜牧业。

曾经一度活跃的畜牧业打退堂鼓，这也与没有解决饲料问

题有关。 

解决家畜饲料问题的途径在于贯彻落实党关于以草换

肉的方针。以草换肉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一个命题。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命题阐明了根

据我国的现实条件解决家畜饲料问题的科学途径，指明了

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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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遵循金日成同志的教导，以草料替精料，发展

畜牧业。要这样做，就要到处营造大面积草地。要根据有

关单位的地区特点，营造好人造草地和自然草地，栽培营

养价值高的牧草，增加单产。要根据耕地面积有限，山多

的我国实情，广泛采用林农复合经营方法，解决家畜饲料

问题，增加粮食生产。畜产单位要寻找新耕地，在这里种

植营养价值高的牧草，营造南瓜藤窟，靠山的地方营造葛

山；靠江和湖泊的地方要栽培在水生牧草，自行解决饲料

问题。 

要搞好农业生产解决畜牧业所需的精料。金正日同志

一有机会就说，只有切实建立畜产和农产的环形循环生产

体系，才能同时提高肉类生产量和粮食产量。要按照党的

方针广泛运用环形循环生产体系，一并增加粮食生产和畜

产物生产。 

要解决蛋白质饲料问题。畜产物其本身就是由蛋白质

组成，因此，没有保障蛋白质饲料，就不能圆满生产肉和

蛋。要多种大豆，增加豆饼生产，积极寻找并利用蛋白昆

虫等各种蛋白质饲料来源。 

要解决饲料添加剂问题。现在，有不少畜产单位从外

国购买饲料添加剂，这样做，就不能经营好畜产基地。我

国有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工厂，但是这些厂也买进原料生产

添加剂。我们要研究并完善靠自己原料的饲料添加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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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生产保障畜产基地经营所需的饲料添加剂。 

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家畜饲料生产的工业化。要

建设现代化的配合饲料厂，充分提供原料，大量生产含有

各种营养的完全饲料。要采取措施制造饲料加工机械供给

畜产单位。 

要科学地合理地进行家畜饲养管理。 

畜产也是科学。要搞好农业，就要搞科学种田，同样，

畜产也要搞科学畜产。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畜产物生产，

保证经济效益。 

饲养管理要根据家畜的生理特点进行。畜产部门要按

家畜的生产目的和生长阶段正确制定饲料单位，圆满保障

生育所需的条件，按家畜的活动习性进行饲养管理。还要

正确规定家畜的下崽时期和宰杀时期。 

要根据地区特点饲养家畜。要像在农业生产中遵守因

地制宜的原则一样，家畜也要按地饲养合适的品种。要具

体考虑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各种条件，饲养适合当地

特点的家畜。 

在树立科学饲养管理方法中要增强畜产科研机关的作

用。畜产科研机关要加强研究工作,实现一切畜产物生产工

序的科学化，树立合理的饲养管理方法。特别是要致力于

不用或少用精料，提高增膘率的研究工作和完善雨季和冬

季家畜饲养管理方法的研究工作。要建设好畜产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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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条件，井然有序地树立科技

指导体系。 

要科学进行家畜饲养管理，畜产部门干部和劳动者就

要掌握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要用因特网把中央的科

研机关和各地畜产单位连结起来，使干部和劳动者及时了

解畜牧业发展的世界趋势，采用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要

经常组织各畜产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典型示范课等，推

广先进饲养管理方法和好的经验。 

兽医防疫工作如同畜牧业的生命。 

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教导说，畜产部门第

一、第二、第三还是要加强防疫工作。只有做好兽医防疫，

才能降低家畜的死亡率，安全进行畜产物生产。对畜产来

说，防疫就是生产。 

所有畜产单位要配备好防疗设施，经常进行对家畜的

诊察和家畜圈消毒。畜产基地要严格管制外部人员的出入，

卫生文明地进行饲养管理，消除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各种

疾病根源。世界蔓延各种家畜疾病，给畜牧业造成莫大的

损失，要加强国境防疫工作，以防疾病从别国传染。尤其

要切实防止口蹄疫病和禽流感等传染性强的疾病。一旦发

生家畜传染病或者出现那种危险，就要及时隔离相关地区，

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在有关兽医防疫的问题上绝不作出

微小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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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兽医防疫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建设好兽医

防疫机关，充分配备现代化的诊断设备、检查器具和试剂。

国家要采取措施，生产和保障治家畜病所需的消毒药、治

疗药和器具。畜产单位还要做好用草药自行制造兽医药品

的工作。 

在贯彻执行党对活跃畜牧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方

面，要增强党组织的作用。 

党组织要狠抓并坚持不懈地贯彻党关于发展畜牧业的

方针。党组织要牢记我们党发展畜牧业，给人民创造富裕

生活的构想和意图，科学地、合理地制定根据自己单位的

特点振兴畜牧的目标，据此，顽强地推进工作一直到在实

践中发挥生命力为止。不要像过去那样，因有障碍和困难

而犹豫、动摇，疏忽畜产，半途而废。 

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畜产部门党组织要进攻性地开展

激发干部和劳动者贯彻落实党的畜产政策的政治工作。党

组织要在干部和劳动者中间深入解释宣传金正日同志一

生一世抱在心中的爱民的崇高意志，使他们积极奋起贯彻

党的畜产政策。党组织要积极进行广泛介绍宣传坚持不懈

地发展畜产，获益匪浅的单位和劳动者的经验，并把它加

以推广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