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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夫妇开创家育种业的初衷与愿景

初衷：解决生物“育种”卡脖子难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l 企业愿景：解决生物种源控制，让国人吃上放心肉。

l 方向：选择肉料比相对高，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大的生猪原种作为
首个突破口；

l 思路：解决生猪食品安全，育种是关键，种好，下游的父母代、
商品代的养殖会更容易，自然会减少疫苗滥用等问题，消费者也
就会有更为健康的肉制品。

l 关键：加强育种，“强国必先强种”！毛女士坚信：一个国家的
农业行业，拥有自己的种源，才能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才能屹
立于强国之林。

努力奋斗十年，
创建家育的毛氏夫妇

强国必强种 强种必强农

我们是中国“健康肉”的推动者

努力奋斗十年，
创建家育的毛氏夫妇

努力奋斗十年，
创建家育的毛氏夫妇





6

三大卡脖子环节-育种、数据分析、数据采集

育种的流程

掌握育种值计算方法，设定育种目标，根

据育种目标，结合收集到数据，通过软件，

计算合理的选配计划与淘汰计划

计算平台与软件
按照育种所需的要求，收集、统计生物表

型数据，或通过分子育种等形式获得更详

细的生物基因数据，用于育种计算

生物数据采集与收集

必须有能够实现纯种种群繁衍需求的种群

规模，以及能够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质原种

群资源

优质种源与合理育种目标



家育始终坚持以数据至上原则，学习与探索，逐步完善整体家育育种技术，摸
索出一套传统BLUP育种与分子育种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足够大型纯种畜群，足够多的育种素材
引进就19个血系，且拥有核心群优质母猪>6000头，繁殖水平优异的公猪>400头，
10年的累积，70万头数据，拓展到23个血系，足以满足不同需求的种猪进行繁育

准确可靠的数据收集
从建厂开始就强化所有数据的采集准备性，从种猪出生至离场，尽可能的通过技术
或经验确保进行精准的测定，并准确的记录所有个体的数据，确保无误。

针对性的育种计划与育种目标
坚持先在封闭式猪群中藉由选育，未来逐步改良的方式稳定提升后代遗传性状，坚
持本土化育种目标的制定，充分综合本地化下游客户的防疫与饲喂营养

足够大的下游市场
基因改良成本高，因此需要相对庞大的市场支持，来进行种猪销售，获得回报后再
投资。目前中国市场在优质种猪的年需求缺口至少在百万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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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多层育种筛选—所有都以数据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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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测定完后，进行

一次遗传评估，根据

综合指数排序，每个

血系选择排名靠前的

进行数据筛选，同时

再结合现场体型外貌，

决定最终的选择。



采精、制精、选配计划 查情、配种、淘汰

保育阶段筛选断奶称重、筛选

出生登记、窝选、取样 出生登记、窝选、取样 第一次阉割、第二次阉割

测定、筛选 测定后指数加体型筛选 定期评估种猪群

十年来准确、严谨、持续、高效的测定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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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种 产房 保育育肥 后备 公猪站

Ø 断奶后发情率

Ø 初配日龄

Ø 断配间隔

Ø 受胎率

Ø 分娩率

Ø 胎次

Ø 出生登记

      窝总产仔

      窝产活仔

      死胎

      初生重

      乳头数

      遗传缺陷

Ø 窝选、采样

Ø 阉割

Ø 断奶登记

      断奶总数

      断奶窝重

Ø 死亡登记

Ø 始测（公猪）

      日增重

      采食量

      料肉比

Ø 结测

      称重

      背膘厚度

      眼肌厚度

      体型评分

      体尺测量

Ø 初情期日龄

Ø 发情率

Ø 利用率

Ø 训成日龄

Ø 使用日龄

Ø 精液品质

      采集量

      精子密度

      精子活力

      畸形率

      保存天数

Ø 公猪使用次数

Ø 与配母猪受胎产仔

结果

l 根据种猪群更新率、留种率、成活率挑选足够数量的生长猪进行测定。100kg测定每周进行一次。从2014年开始做

测定，每年都坚持增加测定数量，目前已经进行8年之久。

l 公猪每血系考虑有均衡、足够的入测数量。

目前家育在传统BLUP技术指引下完成的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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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基因组选择育种的工作方案：
 第一阶段：对饲料转化率、眼肌面积、窝均匀度、泌乳力等性状开展GS选育增强群体整体的生产性能；
 第二阶段：对体长、胸围、体高、肉色、大理石纹、系水力等进行选育，这是未来市场的趋势
 第三阶段：对长寿性、抗蓝耳、抗腹泻等特殊的商品系进行选育打造企业特色品牌增加种猪的附加值

从15年起，历经5年摸索，家育在2020年率先在业内全面展开分子育种工作，
通过基因分子标记数据完成育种选择



与传统育种相比，分子育种的优势

12

Ø 准确性高于传统的BLUP

Ø 能对所有的遗传和变异效应做出准确的估计。而传

统育种只能对部分遗传变异进行检测，且容易高估

其遗传效应。

Ø 降低成本，提高遗传优化速度

Ø 缩短世代间隔、提高畜禽年遗传进展、降低生产成

本等，这在需要后裔测定的家畜中尤为明显。

Ø 早期就能选择

Ø 小猪出生就可以选择，且早期选择准确性率高。

Ø 能够高效选择无法直接测定数据

Ø 可直接选择肉质、抗病能力等，特别对于较难实施

选择的性状具有重大影响。

家育的分子育种测定方法



在分子育种领域家育已展现的应用效果

u实现了早期准确选择：公猪在出生当天采样送检，在产后2周左右获得个体基因组育种值，结合血系、分

子育种值，对公猪进行选留，准确性高，留种数量少。减少了后期公猪的饲养头数，从而节省了公猪饲

养和测定成本。

u   选留准确性提高：所有进入测定的公猪和母猪都有分子育种值，育种值估计的准确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选留后备公猪和后备母猪的准确性提高。有基因型的这些猪准确性都提高50%以上，必然会加快遗传进

展一倍以上。

u销售给客户的种猪，也能提供基因组估计育种值，帮助客户从分子育种方面正确的评估好的种猪。

u  在联合育种中，拿到合作顾客对后备种公猪测序结果后，可以提高合作顾客留种和选种工作的准确度，

销售给客户的种猪，也能提供基因组估计育种值，帮助客户从分子育种方面正确的评估好的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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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育种应用开展-增加了系谱的信息

u 为客户提供分子育种值，并在系谱上体现。

u 应用分子育种检测结果，做亲子关系鉴定分析，保证系谱的准确

性，并在提供给客户的系谱上体现亲子鉴定结果。 

u 应用分子育种检测结果，做品种纯度即血统含量的分析，保证提

供给客户的种猪都为纯种，并在提供给客户的系谱上体现鉴定分

析结果。

分子育种的应用，使系谱除了能提供常规的育种指标外，还能提供

基因组育种值、纯种基因鉴定和亲子关系的鉴定结果这些信息，保

证了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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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获得的荣誉与资质-国家生猪种业重点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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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荣誉类型 授予部门 荣誉名称 授予时间
1

国家级

农业农村部 国家种业阵型企业-生猪板块25家补短板企业之一 2022-08
农业农村部 国家生猪产能调整基地 2022-02

2 农业农村部 全国无非洲猪瘟小区 2021-12
3 农业农村部 全国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 2021-12
4 农业农村部 国家核心生猪育种场 2018-11
5 农业农村部 生猪标准化示范场 2015-12
6 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成员单位 2013-11

7

省部级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2019-09

8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内蒙古自治区星创天地 2017-04

9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高新技术企业 2021-11

10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19-01

11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场 2013-02

12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 2019-04

13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2015-11
14

市区级
赤峰市总工会等 2017年和谐劳动关系单位 2017-05

15 赤峰市人民政府 2017年全市脱贫攻艰工作产业扶贫奖 2018-01
16 松山区人民政府 健康扶贫爱心企业 2018-07
17

产学研
赤峰农牧学校 赤峰农牧学校科研实训基地

18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学实习基地 2019-10
19 嘉吉预混料营业事业 战略合作伙伴 2019-09

20

媒体类

中国猪业春节联欢晚会组委会等 2017中国猪业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绿色环保
奖 2018-03

21 中国猪业春节联欢晚会组委会等 第三届（2018）中国猪业春晚企业年会节目视频
评选－创新传播奖 2018-03

22 养猪企业发展创新高峰论坛组委会 全国百个最美猪场奖 2014-02

23 “中国梦 品牌梦”品牌评选组委会 2014年度诚信合作伙伴 2014-11
24 “中国梦 品牌梦”品牌评选组委会 最具创新精神十大品牌 2014-11
25 猪E网 种猪企业口碑百强 2014-09
26 产业类 德勤中国 2017中国高科技成长50强 2017-12



在分子育种领域，家育也将持续通过与校企联合研发等形式，逐步建立自己
的分子育种核心基因点位专利群，为下一步基因编辑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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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实验室

博士后工
作站

联合研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与其下属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合作，

开展提升种猪肉质的候选基因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主要进行黑猪的育种研究与黑猪分

子育种选育的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与下属动物科技学院合作，开展定

制化基因芯片设计与研发

华中农业大学

与下属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合作，开展分子育种联

合运算。



公司目前拥有专利知识产权31项，已拥有多个分子育种相关独家技术专利，
家育也将继续加速专利的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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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有专利31项，其中4项发明专利，27
项实用新型专利，还有2项发明专利正在申
请中，多个专利涉及分子育种，如：

• 一种恒定生产与目测管理相结合的种猪
繁育方法

• 影响加系大白猪平均日增重的分子标记
及筛选方法和应用

• 与加系大白猪背膘厚相关的分子标记及
筛选方法和应用

• ……
• 在软著方面，拥有3项已获得的软件注册权，

另有3项及以上软著目前正在筹划准备中，
包括数字中台、分子育种计算、自动化数据
采集系统等。



家育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独立运营的种猪场与国家核心育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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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大白
平均存栏

长白
平均存栏

杜洛克
平均存栏

合计
平均存栏

 • 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007 1,202 845 7,054
 •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良圻原种

猪场 4,292 2,182 381 6,855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105 1,987 2717 6,809
 • 北京中育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3,883 1,088 549 5,520

 •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远育种
公司 - 1,820 2832 4,652

 • 四川天兆猪业股份有限公司 2,635 1,154 415 4,204
 • 江西省原种猪场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 2,221 250 626 3,097

 • 新疆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加美育种分公
司 1,948 496 382 2,826

 •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1,763 427 616 2,806
 • 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1,543 416 400 2,359

 • 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 1,279 680 382 2,341
 • 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1,245 615 405 2,265
 •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1,545 243 385 2,173

 • 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杨湖猪场 1,297 345 410 2,052

2022年1-5月国家核心场月平均存栏2000头以上企业（按种猪类型，单位：头）

家育目前的行业地位：
• 家育2018年被中国农业部认定为

国家级核心场；

• 2022年，中国登记的国家级核心

场共计93家，其中存栏规模超过

3,000头的核心场，仅7家； 2,000

头的核心场，合计14家。

• 家育整体核心群母猪年存栏规模

全国排名第一，大白存栏全国排

名第一，长白存栏全国排名第四，

杜洛克存栏全国排名第三。



家育大白是公司的核心产品，高产、易养是其核心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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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大白
月均平均存栏

22年1-5月均
大白总产仔数

22年1-5月均
大白产活仔数

 • 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007 15.24 13.9

 •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良圻原种猪场 4,292 13.99 11.29

 • 北京中育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3,883 12.18 9.68

 • 湖北省正嘉原种猪场有限公司桑梓湖种猪场 2,685 13.84 10.82

 • 四川天兆猪业股份有限公司 2,635 12.31 9.91

 • 江苏省永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491 13.49 11.69

 • 武汉市江夏区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司 2,456 12.45 12.28

 • 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375 13.94 12.48

 • 江西省原种猪场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 2,221 15.74 13.75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105 14.99 13.45

2022年1-5月中国2000头以上
大白月存栏核心场繁殖成绩对比（按种猪类型，单位：头） 家育大白核心成绩：

• 大白种猪是目前中国市场需求最

大的原种猪种类。

• 家育大白目前存栏全国第一。

• 目前大白核心群月存栏超过3000

头的国家核心场仅3家，2000头以

上规模企业共计10家。

• 家育大白的总产仔、产活仔数在

2000头以上大型核心场中，排名

第一，且成绩稳定。



下一步，家育将在一横一纵指引下，在种群研发与技术改进上，希望通过产
学研与上下游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生猪产业的发展

20

横向
发展

1. 完善生猪育种大数据和分析系统建立，及相关软件的研发；

2. 基因点位的筛选与定制芯片研发，推进全面基因测序的研发与应用；

3. 逐步开展生猪基因编辑育种工作，合作研发异种移植器官动物的繁育；

4. 开展中草药、草类作物营养在种猪性能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纵向
发展

1. 白猪，继续推进家育多品系的发展，继续提升生长性能与抗病能力；

2. 黑猪，家育黑猪品种完善，以肉质改良、生态养殖切入，发展高品质品种；

3. 黑白杂交，利用家育品种优势，研发中间价格，肉质优秀的优质生猪品种；

4. 积极与大客户合作，实现联合育种，减缓国内种群退化；

5. 出口种猪，为国争光！

科技延伸
赋能

四个纯种
优化

利用家育自有种群资源，以产学研合作等形式，跨界合作，不断完善我
国自有育种体系建立，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提供家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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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分析平台发力，家育在逐步实现数据分析系统的自主化

家育的目标：独立自主确定育种目标，独立掌握数据的计算

方式、掌握育种计算所需的对应数据源类型，不依靠海外种

群或专家的单一意见

系统

家育的方式

北美地区常用的商用
猪管理平台
淘汰原因：过于简单，
计算逻辑、开发代码
过于陈旧

荷兰知名的育种商用
计算与服务平台
淘汰原因：需依靠国
外团队进行运维，不
理解中国市场

家育为解决数据安全可控与
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定制了
开福软件，并买断了服务产
权。但目前逐步替换：不能
很好的支持分子育种，缺失
更新，且不能二次开发

家育与千禧合作，重新搭建
属于国人自己的综合生猪育
种与评估计算平台，通过人
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设置，
结合家育已有数据，从软件
端解决技术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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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过自建高集成的育种大数据分析与全流程生产管理数据中台，家育从根本提升分子育
种分析与数据挖掘能力，且所有信息化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彻底解决软件卡脖子难题

81万条个体生猪登记记录，8.5万条测定数据，
及超过4.4万个DNA芯片数据；每年将新增20万
个体出生登记数据与1.7万头测定数据与2.8万个
芯片数据。
                             
               —— 如此

家育在业内率先推动进行生猪全数字化管理，真正将
数据变成公司资产：

数据收集由人工向全自动化迭达

消除企业数据孤岛，完成数据汇集

打通分子育种与表型数据、环境数据之间
的数据孤岛，期望通过多维度深度挖掘，
进一步掌握数据间的意义，进一步加速种
猪的育种能力

家育研发的国内领先的种猪分
子育种与数字化生产管理平台



目前在研，已从6月试运行的家育
数据中台系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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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数字化关键，即解决采集设备的本土化与自动化，数据的自主
化

家育的目标：数据产权的独立自主，数据采集的自动化、标

准化，国产化替代采集

家育的方式

• 数据采集工具在2010s初，基本都是海外产品为主，要解决
数据采集的准备性问题，海外产品是比较好的标的

• 但海外产品面临很多限制，核心是数据安全的可控性，以
世界知名的睿保乐产品为例，它的计算与数据分析是在欧
洲总部完成，公司对于使用其产品所得的数据，并没有进
一步分析与挖掘的能力

洋为中用 国产合作

• 自2018年起，家育随着自身软件系统的国产化进展加速，
结合受益于国内蓬勃发展的信息化技术，家育凭借自身对
于养殖的理解，通过定制+合作的模式，开始自己在数据采
集与收集方向进行布局，目前已经开展了属于自主产权的
饲喂站、仔猪\断奶猪数据收集终端、视频查情等多个研发
项目，并部分产品已经在逐步替换使用中





在前期因为国内没有合适的设备，家育花了上千万元采购海外数据采集设备，
数据可控性差，国产替代能力差

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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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基站
建设

光纤
铺设

WiFi
升级

传感器
安装

为实现数据采集自动化，家育首先完成了整体场区的数字化改造，铺设千兆
网络，实现5G覆盖

28

• 数千万投资，完成两个场区的光纤、5G

铺设，双网备份，及千余个监控摄像头的

铺设

• 完成环境控制等核心设备的升级，实现远

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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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配合家育中台系统，研发场内终端数据采集系统，实现场区生产全环节信
息化管理，提高前端人员数据采集准确性与提升日常管理水平

IOT耳标+定制PDA系统，覆盖所有猪只日常管理的各
个环节数据的录入

手持
PDA数
据采集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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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自研饲喂站，打破海外数据垄断

主要功能可实现猪只耳标自动识别，并
自动收集对应个体的在饲喂站的体重、
采食等数据的，自动完成对应种猪的采
食量、增重以及料肉比的计算，同时同
步到家育的数据中台中，为下一步数据
挖掘和定向育种提供支持。



其他在研项目-猪视频图像识别技术

通过摄像头、传感器、控制器，对猪进行成像分析，可以检控猪的体温、健康状态、体长、体重、存栏数

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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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研项目

Ø 背膘测量的自动化应用：

针对现有育种测定过程中由于猪只测量环境的复杂性、人工测量多依靠操作人员技能等制约，家育目前技

术人员在研究以半自动化的方式完成相关测量，并实时上传数据到家育数据中台中。方式是通过B超设备与

固定仪的结合，让每次员工背膘测量更加准备、易操作，以此提升测定效率环节和准确性，也减少经验员

工的过分依赖。

Ø 机器识别查情：

针对母猪查情时人工经验依赖程度高，多人查情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家育目前在研究通过定位摄像头完成

视频实时观测，机器自主学习与分析母猪发情体征，从而定量、定性的给与养殖人员直接建议与指导，减

少误判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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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后育种的必要性

• 按照群体遗传学理论，群体性能在自由交配（Random mating）条件下是可以稳定遗传的（尤其是相对规模较
大的群体），但由于现场配种工作的随意性，加速了引种后自繁种猪的近交衰退进程。因此，组织有效的育种
体系（Breeding scheme）和规范执行体系下的工作流程（Workflow），是避免“引种-退化-再引种”恶性循
环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育种工作成功的基石。

• 家育建议引种后做育种需建立：

Ø 建立较大的核心群规模（> 1000）

Ø 充分和均衡使用每一个引种公猪的精液

Ø 认真落实配种计划（尽可能的避免近交）

Ø 做好育种所需相关数据的记录工作

Ø 依据科学的遗传评估结果选种

34



引种场的育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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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对外进口引种原种猪数量约为三万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 “引种-退化-再引种” 的

恶性循环，一直在我国的生猪养殖业中存在。国内引种群体往往在引种后第四、五年出现近交退化 

(Inbreeding depression) ，主要原因在于引种初期对配种工作缺乏重视、以及缺乏必要的信息记录

（与配公母猪信息、留种仔猪耳号等），致使后续育种工作无法开展（育种体系不完善）。

往往缺乏以下开展育种的必要条件：

坚 定 的 育 种 信 念

1、不以短期效益为重
2、长远的育种方向
3、长期的育种投入

坚 实 的 育 种 基 础

1、优秀的种质资源
2、足够数量的育种群体
3、稳定的育种团队
4、先进的育种设备、软件

科 学 的 育 种 体 系

1、健全的育种流程
2、高效的执行
3、高质量的基础数据
3、先进的育种技术



育种体系不完善最终结果——群体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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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联合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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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联合育种，也叫分散核心群育种，是将多个中小型种猪选育场的遗传资源合并到一起，形成庞大

的核心群，进行统一遗传评定，选出最优秀的种公猪，供参与联合育种的各个猪场共同使用。其核心

内容是进行种猪的跨场、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联合遗传评估，从而实现种猪（尤其是种公猪）的跨

场选择的使用，实现优秀遗传资源的共享。在这个过程中，种猪生产性能测定数据和遗传评估结果的

及时可靠的传递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猪的联合育种，成员单位首先需要以某种方式形成一个利益

共同体，制定共同的育种目标，采用一致的测定、记录方法及统一的遗传评定方案，其次通过人工授

精站在各种猪场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遗传联系。

从技术角度来讲上，联合育种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猪育种水平：

（1）提高了育种群群体规模；

（2）减少种公猪数量；

（3）提高选种的可靠性；

（4）缩短育种群世代间隔。



家育拥有庞大的基础数据-更好的与中国客户开展本土化同步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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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种猪出生个体登记记录81万+8.5万条测定+
超过4.4万个DNA芯片检测数据
每年新增出生个体登记数据近20万条，测定数
据1.7万条，芯片检测数据2.8万个                             
               —— 如此

家育在业内率先推动进行生猪全数字化管理，真正将
数据变成公司资产：

数据收集由人工向全自动化迭达

消除企业数据孤岛，完成数据汇集

打通分子育种与表型数据、环境数据之间
的数据孤岛，期望通过多维度深度挖掘，
进一步掌握数据间的意义，进一步加速种
猪的育种能力

家育研发的国内领先的种猪分
子育种与数字化生产管理平台
将实现全方位的数据分析与管
理能力，多租户体系可助力所

有合作企业共同进步



凭借强大数据与基因库累积，通过同步育种服务实现与客户的共赢

39

国外育种方向是根据他们市

场的需求及饲料供给情况制

定的，育种出发点不一致

不是与海外做简单对比

同步育种过去很多是把自己

的测定数据交给海外，简单

做对比和指导，存在很大的

缺陷

不能依靠海外育种需求

家育同步育种（保种）的不同

• 国内拥有同样的市场、饲料基础、和自然与疫病大环境，家育
可提供一个相比海外更加准确的方向。

• 面对周期低谷，同步保种更有经济价值，多数下游客户，只追
求二元群体，那家育可帮它实现种群稳定，种猪是耐用品，可
使用多年，如果发现问题，及时补充，持续保持种群的稳定性



同步育种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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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种 猪

1、三代系谱
2、繁殖数据
3、生长数据
4、随时更新的育种值
5、忌配宜配方案
6、新生猪的育种值计算

育 种 计 划

1、窝选计划
2、后备猪选留计划
3、种猪更新淘汰计划
4、家育种用公猪的指数信息

项 目 拓 展

1、公猪精液配送
2、种猪测定培训
3、分子育种技术
4、统合指数优化



客户数据上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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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育种值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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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猪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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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配宜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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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响应国家号召，
用家育智慧育种的力量，努
力打好“种业翻身仗”，争
取种猪出口，为保障中国粮
食安全、种业突破做出积极
贡献！

家育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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