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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关注

资料图片

专家介绍，我国目前市场上的肉鸡主要

有白羽快大型肉鸡、黄羽肉鸡、小白鸡等三

大种类。

白羽快大型肉鸡：
白羽肉鸡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引入我

国，又称快大型肉鸡，全身羽毛白色。主要品

种有艾拔益加（AA）、科宝、罗斯 308 等，一般

出栏时间为35至42天，体重2.3至3.0公斤。

白羽肉鸡每千克增重消耗饲料 1.6 至 1.8

公斤。其生长速度快主要得益于科学的品

种选育、饲喂全价的配合饲料和良好的环境

控制条件。消费方式主要为屠宰分割销售。

黄羽肉鸡：
黄羽肉鸡是区别于白羽快大型肉鸡的

统称，其包括黄羽、麻羽、黑羽、芦花羽等所

有的有色羽肉鸡。黄羽肉鸡按生长速度可

分三种类型：分别是快速型黄羽肉鸡（42 至

49 日龄上市，体重 1.5 至 2.2 公斤/只）、中速

型黄羽肉鸡（70 至 90 日龄上市，体重 1.5 至

2.0 公斤/只）、慢速型黄羽肉鸡（110 以上日

龄上市，体重 1.1 至 1.5 公斤/只）。

我国大部分地方的鸡种均属于慢速型

鸡种，在不同地区也称草鸡、土鸡、笨鸡、柴

鸡等。黄羽肉鸡每公斤增重消耗饲料 2.0 至

3.5 公斤不等。消费方式目前主要以活鸡销

售、屠宰冰鲜上市为主。

小白鸡：
小白鸡作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又一种

类型的肉鸡系列，又称小优鸡、817。主要是

以快大型白羽肉鸡的公鸡与高产蛋鸡商品

代母鸡进行杂交产生的后代，全身羽毛白

色，上市日龄为 50 天左右，体重达 1.5 公斤左

右，每公斤增重消耗饲料 1.8 至 2.0 公斤。

消费方式主要是以屠宰整鸡销售或冰

鲜上市，目前已成为扒鸡、烤鸡、烧鸡等加工

产品的主要原料鸡。由于小白鸡生产成本

低、肉品质较好，加之活鸡市场逐步禁止，冰

鲜鸡市场不断增大，其发展速度也越来越

快。

现代肉鸡为什么长那么快？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有部分消费者对

肉鸡的生长速度还停留在传统土鸡生长速

度的认知阶段，认为肉鸡就应该养殖半年甚

至一年才能长大出栏。因此，对现代肉鸡 40
天能长到 1.5至 2.5 公斤难以置信。

专家一致认为，现代肉鸡能长这么快主

要得益于科学的品种选育、科学的饲料配方

和良好的环境控制条件。

首先，科学的品种选育。基因是控制动

物生长快慢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生长快

的品种，其生长速度就有先天的优势，这与

父母高孩子一般也较高是同一个道理。随

着遗传学的发展，育种学家将遗传学理论与

技术应用到育种实践中，让人工选择起主导

作用，选择指标和选择手段都多了起来，选

育的效率得以飞速提高。

其次，商品化肉鸡吃得比人还细致。众

所周知，商品肉鸡吃的都是饲料。这些饲料

可不是随便找点玉米面白

菜丁拌拌就可以了。其对

原料选取、成分配比、制作

工艺、饲喂方案都有着严格

的要求，对不同周龄的鸡要饲喂相对应的饲

料，以保证营养充分且平衡。比如，对刚开

始吃食的雏鸡，要用营养全面、颗粒大小适

中的“开食料”，以使其适应蛋壳外面的新环

境；开食后要降低能量和蛋白质供应，重点

保证鸡群体格健康；最后才是提供高能高蛋

白饲料，以提高其增重速度。

光照、温度、湿度这些指标都以周龄、日

龄、时段为单位逐级设置管理方案，精确控

制环境。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饲料配

方，再加上选育的品种优势，现代肉鸡自然

长得快。

什么是“速生鸡”？
“速生鸡”，实际就是白羽快大型肉鸡。

因其是目前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鸡种，所

以被媒体冠名为“速生鸡”，也是养殖户所说

的“快大鸡”，于上世纪 80年代从国外引进。

白羽肉鸡的特点是长得快、个头大、生

长周期较短，40 天左右就能出栏，体重可达

到 2.3至 3.0 公斤。专家进一步表示，因其肉

嫩、上市快、价格低，是熟食及快餐企业的上

佳选择。

速生鸡是激素催大的吗？
“速生鸡”之所以长得快，是因为吃了激

素吗？专家表示，“速生鸡”（白羽鸡）的快速

生长主要有三大原因：育种、饲料和环境条

件。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标准化的养殖技术

是肉鸡快速成长的关键。

最近的 30多年来，通过长期、系统选育，

商品肉鸡达到 2 公斤体重的饲养天数，已经

由 1976 年的 63 天缩短至目前的 33 天，平均

每年减少约 0.9 天。白羽肉鸡 42 日龄出栏，

体重可达 2 公斤以上。而艾维茵、AA、罗斯

308 等其它快大型肉鸡品种，出栏时间可以

更短。

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已经证明，给肉鸡吃

激素，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使用激素对肉

鸡生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会增加肉鸡患腹

水病及心脏病的危险，增加肉鸡死亡率。专

家表示，给肉鸡吃激素不仅不能增加养鸡收

益，反而会降低收益。所以，对养殖场来讲，

给肉鸡吃激素是没有任何驱动力。

专 家 还 表 示 ，“ 我 国 法 律 法 规 明 确 规

定，不允许给肉鸡吃激素。”《兽药管理条

例》《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

物品种目录》（原农业部第 176 号公告）、《禁

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原农

业部第 1519 号公告）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明

令禁止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激素，否则会作

为 刑 事 案 件 受 到 国 家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制

裁。

据新华网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网站通报了 2019年第二批网售产

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结果。

本次抽查聚焦儿童用品、电子电

器，以及“双 11”期间销售量较多

的日用消费品，对玩具、儿童及婴

幼儿服装、学生文具、童鞋、旅行箱

包、电热水壶、电压力锅、室内加热

器、自动电饭锅、家用和类似用途

插头插座、电热毯、电热暖手器、移

动电源、电源适配器、空气净化器、

智能坐便器等 16种网售产品质量

开展了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本次

抽查涉及天猫、拼多多、淘宝网、网

易严选、京东商城、1 号店、当当

网、国美电器、蘑菇街、唯品会、抖

音、苏宁易购等 12 家电子商务平

台。本次抽查共检验 894 批次产

品，发现 153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

合格发现率 17.1%。

其中，对 86 批次玩具进行检

验，重点检验了机械与物理性能、

易燃性能、特定元素的迁移、增塑

剂等 62 个项目。经检验，发现 13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

为 15.1%。不合格项目涉及机械

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小零件、用

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

薄膜、刚性材料上的圆孔、可触及

的锐利尖端、18 个月以下儿童使

用的玩具上的自回缩绳、18 个月

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上的绳索和

弹性绳）、机械与物理性能可预见

的合理滥用（小零件）、增塑剂等。

对 76批次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产品进行检验，重点检验了甲醛

含量、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

染料、耐水色牢度、耐酸汗渍色牢

度、耐碱汗渍色牢度、耐干摩擦色

牢度、耐湿摩擦色牢度、耐唾液色

牢度、重金属、邻苯二甲酸酯、附

件抗拉强力、绳带要求、附件锐利

性等 14 个项目。经检验，发现 16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

为 21.1% 。 不 合 格 项 目 涉 及 pH
值、甲醛含量、耐干摩擦色牢度、

耐湿摩擦色牢度、绳带要求、附件

抗拉强力等。

抽检了 79 批次学习文具，重

点检验了特定元素的迁移（锑、

砷、钡、镉、铬、铅、汞、硒）、苯、氯

代烃、游离甲醛、总挥发性有机

物、甲苯+二甲苯、本册亮度（白

度）等 7 个项目。经检验，未发现

不合格产品。

对 59 批次童鞋进行检验，重

点检验了剥离强度、外底耐磨性

能、帮带拉出强度或帮带拔出力、

外底硬度、钢勾心纵向刚度、钢勾

心硬度、钢勾心长度下限值、钢勾

心弯曲性能、围条与鞋帮粘附强

度、物理机械安全性能、物理安全

性能、皮革和毛皮中的六价铬、可

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甲醛、重金

属总量（砷、铅、镉）、可萃取的重

金属（铅、镉、砷）、富马酸二甲酯、

橡胶部件中的 N-亚硝基胺、邻苯

二甲酸酯、pH 值、含氯酚（五氯苯

酚、2，3，5，6-四氯苯酚）等 21 个

项目。经检验，发现 17 批次产品

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 28.8%。

不合格项目涉及邻苯二甲酸酯、

重金属总量（砷、铅、镉）、外底耐

磨性能等。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对本次抽查发现的违

反产品质量法、电子商务法和不

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以及

经过核查违反《认证认可条例》要

求的产品，责令停止销售，并采取

产品下架等有效措施，以保障消

费安全和消费者权益。对本次抽

查不合格发现率较高的产品，要

加大对其后续监督检查力度。

据央广网

你应当追问的真相
从“速生鸡”到“猪肉钩虫”，从“问题草莓”到“无籽葡萄”，农产品质量

安全谣言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社会神经。谣言不仅引发了消费者恐慌，由

此引起的农产品销量骤降、价格下跌，对相关产业也造成了严重后果。

近期，网上谣传的关于“白羽鸡是激素催大的”等信息在微信等平台广

泛传播。对此，农业农村部已辟谣。那么“速生鸡”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

能放心吃？记者采访农业农村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等相

关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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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种网售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种网售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

多款童鞋玩具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