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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展望
总裁致辞
新年带来了新机遇——遗传进展的新浪潮、不同市场的新增长、服务新客户，以及与
海兰忠诚的经销商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去年，我们面临了新冠疫情的持续、
禽类出口的正常运输渠道中断，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等挑战。这些挑战是2021年非常现
实的部分，它们使得我们更强大，并创造了新的经营方式。我乐观地认为，我们的行业
在2022年将继续证明其韧性，以供养世界各地人民。

降低我们的碳排放量
我们评估了海兰作为一家蛋鸡育种公司在有效利用地球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我
们整个组织中，在帮助解决当今世界粮食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地为下一代留下
一个更美好、更健康的地球。事实上，将现在海兰蛋鸡的生产性能与20或30年前进行
对比就会发现，我们的遗传选种在保证客户的盈利能力作为优先考虑的同时，也自然
地产生了碳排放量更少的蛋鸡品种。您可以在本期《创新》中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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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海兰国际致力于开发世界上最具持续性的
产蛋母鸡。这能够使我们全球客户为不断
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健康和可负担得起的
鸡蛋蛋白质，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为当代和后代保护我们宝贵的地
球资源。

30多年全球范围的遗传进展表明，海兰
蛋鸡供养了更多人，减少了土地和水的消
耗，同时我们每一只蛋鸡能为客户带去更
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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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海兰的基本价值观，推动着我们每天去开发
世界上最高效、高产的蛋鸡。帮助供养当今世界，并且努力
为下一代留下更美好、更健康的地球，是始终贯穿我们整个

组织的理念。”

–  Jonathan Cade, 海兰国际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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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Jonathan Cade，海兰国际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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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可以概括为三点：人类，地球和盈利。

海兰的承诺是开发高产蛋鸡，用更为经济的方式供养世界上更多的人，使鸡蛋蛋
白更容易获得，特别是人们营养不良的地区。

海兰蛋鸡能更高效地将饲料转化为鸡蛋，对于生产每打鸡蛋所需的饲料，每年都
能够减少5克。饲料需求的降低意味着粮食投入的减少，全世界生产鸡蛋蛋白所
需的耕地面积就会相应减少。同时饲料需求的降低，也会减少产蛋所需用水量。

不断提高海兰蛋鸡的生产性能和效率，可以在整个供应链中创造价值，通过降低
成本来提高收益。这使得我们的经销商和客户能够投资新的、更清洁、更具持续
性的生产系统和技术，并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Vision Egg：海兰客户的专属程序
现在，海兰的客户可以使用专属的Vision Egg程序，它是海兰生产性能和盈利能力的基准程序。这项诊断工具可以分析
鸡群生产数据并提出建议，以帮助客户实现海兰蛋鸡的最大遗传潜力。同时，客户与海兰分享的信息是完全保密的。

全球技术服务经理Vitor Arantes表示："Vision Egg基准程序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方
式指出问题所在，从而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成绩和盈利能力。”

用于分析的关键性能指标（KPI）包括：饲养日产蛋率，累积饲养日产蛋数，蛋重，体重，采食量和死淘数。这些数据
将与海兰鸡群以及地区性的鸡群数据进行对比，找出直接、准确的差异，从而为客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根据我们的建议来对鸡群中的一些小因素进行调整，可以收获更高的利润。”Arantes说道, "比如，如果我们在提高
产蛋总重上提供了一些调整建议，那每只入舍母鸡会多产几枚蛋，这就意味着投资回报将会更高或者更快。”

此外，我们知名的研发团队会对Vision Egg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评价，以推动我们在未
来加速遗传选种，从而持续让我们的客户受益。Vision Egg程序能够详细地观察到每年
品种的进化和当地的挑战，支持海兰在全球和当地作为蛋鸡育种领导者的主导权。

Arantes表示："客户应提交他们的鸡群生产性能数据，因为该程序可以提供有针对性
的、精准的信息，以实现最大的遗传潜力，并以高效的方式帮助客户节省资金。”如
需使用这项专属的Vision Egg程序，请访问 hyline.com/resources/vision-egg.

地球

盈利

人类

“可持续性的理念是存在于我们DNA中的。自公司成立以来，海兰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提高蛋鸡的产
蛋率，同时减少饲料的浪费。我们的蛋鸡能够供养更多人，是因为同样吃一公斤饲料，我们的品种可以产
出更多的鸡蛋，减少了对农田的需求，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用水量。每年，海兰蛋鸡所生产的鸡蛋，

每打可以减少5克饲料，这是我们为全世界管理着超过10亿只蛋鸡的客户群提供的实质性进展。”

 –  Dr. Danny Lubritz 博士，海兰国际研发总监

http://hyline.com/resources/vision-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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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海兰致力于以下方面：

人类 – 我们将以经济的方式供养更多
的人，通过生产更高产的蛋鸡，使鸡蛋
蛋白在全球范围内更容易获得。

地球 – 海兰蛋鸡将以更高效的方式继
续将饲料转化为鸡蛋，减少鸡蛋生产所
需的饲料和水资源。

盈利 – 海兰蛋鸡将通过不断提高生产
性能和效率来创造价值，通过降低成本来
提高盈利。

提升盈利优势
我们必须交付能够满足乃至超出预期生
产性能的蛋鸡。海兰蛋鸡的表现击败了
竞争对手，为我们的客户在当地市场提
供了更好的盈利能力。

创新发展和追求卓越是我们海兰团队的
基因。我们将继续寻找突破预期的方
法，最重要的是，继续加快我们所有蛋
鸡品种的遗传进展，为我们的客户带来
利润。

我祝您马到成功，感谢您的信任和支
持。

总裁致辞 接第1页 新版饲养管理手册系统现已上线
为更好地通过电子化的方式服务客户，海兰官网推出了全新的在线版饲养管
理手册系统。新系统人性化的应
用界面方便用户访问和下载重要文
件，例如饲养管理手册、技术更新
以及补充的数字内容。

 “海兰公司会以最高效、最便捷的
方式提供重要的资源，这直接关系
到我们客户的盈利能力。” 海兰全
球销售总监Gustavo Wassermann
表示，“更新后的平台更加直观、
实用和详细，为海兰品种的饲养管
理提供有价值的答案和指导，以实
现最大的遗传潜力。”

全新的在线饲养管理系统含有海兰
各个品种的丰富内容和信息，且
具有更加灵活和便于获取的特点。用户仍然可以打印完整的饲养管理手册文
档。现在用户还可通过关键字或短语对该系统进行高级搜索，直接导向特定
的页面或主题。此外，还可以获取更多的数字资源，例如操作视频和客户评
价。

海兰全球技术服务经理Daniel Valbuena博士表示：“饲养管理手册提供了
大量基于研发、鸡群生产性能和技术专家的提示建议的信息，以展示和指导
海兰鸡群达到最佳水平。”

技术更新也将会出现在新的在线资源系统中，这对于向客户发送重要的技术
更新提供了更快捷的分发渠道，客户可根据需要查看和打印。

海兰褐饲养管理手册是新系统中的第一个版本，附有英语、西班牙语、中
文、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版本。不久以后，海兰其他五个品种也将以多种
语言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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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全球活动
土耳其：Garanti庆祝海兰W-80
所取得的市场增长与成功
海 兰 祝 贺 土 耳 其 经 销 商 G a r a n t i 
T a v u k ç u l u k 所 取 得 的 市 场 增 长 与
成 功 。 在 过 去 的 两 年 里 ， G a r a n t i 
Tavukçuluk公司扩大了海兰W-80在
当地 的生产规模，以 满 足 当 地 白 壳 蛋
市场的需求。Garanti Tavukçuluk公
司在土耳其设有其他父母代种鸡场和孵
化场 ，可供鸡苗至多个 生 产 鸡 苗 困 难
的国家。海兰公司很荣幸能与Garanti 
Tavukçuluk公司合作，为其在土耳其
的客户创造更多的需求和业务。

（从左至右）Melhi Camci，Garanti
公司老板；Amine EI Ghissassi，非
洲和中东地区销售总监；Jonathan 
Cade，海兰公司总裁。

墨西哥：海兰墨
西哥公司委任新
总经理
Luis Fernando Navarro Martín del 
Campo在蛋鸡生产领域有着丰富的经
验，他被委任为海兰墨西哥公司总经
理，专注于改善生产流程并为客户提供
技术服务，以超越客户的期待，进一步
增强公司与市场的关系。海兰墨西哥公
司销售海兰W-80和W-36蛋鸡品种。

Fernando表示：“海兰墨西哥公司拥有
适合本国需求的产品，其价值观与我们
的客户以及合作伙伴一致。我们坚定地
致力于为墨西哥蛋鸡行业增添价值、信
息和盈利能力。”

Fernando Navarro是一名兽医，毕业
于Guadalajara大学，在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UNAM）攻读动物生产，曾担任
海兰墨西哥公司的运营经理。
海兰墨西哥公司的销售和技术服务经
理 Edgar Hernández Franco总结
道：“Fernando Navarro是行业专家，
他专注于不断改进和持续提高客户满
意度，我们为有Fernando Navarro这
样的公司领导而感到备受鼓舞。”

Fernando Navarro

沙特阿拉伯：GLBCO建成新的农
场和孵化场
沙特阿拉伯农业海湾蛋种鸡公司
（GLBCO）通过建造新的农场和
孵化场，扩大了其生产和业务能
力。

作为海兰在沙特阿拉伯的唯一经
销商，GLBCO多年来一直努力实现
最大的市场份额。随着农场和技术
先 进 的 孵 化 场 的 建 成 ，海 兰 和
GLBCO公司很高兴能够增加海兰
W-80的销售和分布，以满足当地
市场需求。

非洲和中东地区销售总监Amine EI 
Ghissassi（最左）和海兰总裁Jonathan 
Cade（最右）参观了GLBCO公司的农场、
孵化场和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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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Srinivasa公司表彰其客户
在W-80生产性能上所获得的成功
S r i n i v a s a 公司是 海 兰在印度 的 经 销 商，近
日，Srinivasa公司表彰了2家商品代客户在海兰
W-80生产性能方面所获得的成功。这两家农场的
成功为其他潜在客户树立了榜样。

海得拉巴市BalaKrishna农场的Vinor Kumar
先生表示，他们在母鸡100周龄时的入舍母鸡产蛋数达到目标生产性能的95%
。BalaKrishna农场与海兰合作已有4年，他高度认可W-80在具有挑战的开放鸡舍环境
下所表现出的超长产蛋周期。

斯里加古兰市Uddanam Agro Farms and Feeds农场的Yougander先生表示，他们在
母鸡95周龄时的入舍母鸡产蛋数达到目标生产性能的96%。Uddanam Agro在过去两
年一直与海兰合作，只生产海兰品种的鸡蛋。

中国：宁夏晓鸣
成功注册海兰粉
蛋鸡品种
海兰在中国的经销商——宁夏晓鸣农
牧股份有限公司，历经2年努力，在
中国农业部成功注册了海兰粉蛋鸡品
种。海兰粉的成功注册，意味着海兰
的褐壳、白壳和粉壳蛋鸡品种全都可
以在中国市场销售。海兰公司特此鸣
谢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为双方
共同的成功所做的贡献。

英国：客户登
上Ranger杂志
在英国，Alex Woollam和他的家庭继
续选择海兰褐作为他们散养模式的蛋
鸡品种。《Ranger》杂志由英国散养
鸡蛋生产协会出版，是英国散养生产
资 讯 的 领 先 出
版 物 。 您 可 在
海 兰 官 网
h y l i n e . c o m /
Innovations上
阅读全文。

印度尼西亚：海兰东南亚团队助
力正大印度尼西亚公司路演
正大印度尼西亚公司是海兰在印
度尼西亚的经销商，其在2021年
10月举办了一场路演，对当地蛋
鸡农场主进行培训。该研讨会包
括关于海兰褐蛋鸡的饲养管理、
营养、生物安全和免疫接种的培
训课程，以帮助农场主实现海兰
蛋鸡的最大遗传潜力。 海兰技术服务专家Santana Made Dewa在

该活动上主导了培训课程。

阿塞拜疆：祝贺与LLC MMZ公司合作 15年
LLC MMZ公司是海兰在该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客户，拥有多数市场份
额。他们目前生产W-36白壳鸡蛋和海兰灰粉壳鸡蛋。

孟加拉国：Kazi公司达到20年里程碑
Kazi农场作为海兰在孟加拉国的经销商，与海兰公司合作达20年，目前Kazi农
场达到每年20万套海兰父母代的规模。登陆hyline.com/innovations观看庆祝
仪式视频。

海兰客户的周年纪念

THE BRITISH FREE RANGE EGG PRODUCERS ASSOCIATION
JULY 2020

RANGER
JULY 2020

BRITISH FREE RANGE EGG PRODUCERS ASSOCIATION

SALMONELLA DOWN ON LAST YEAR BUT UP ON 2016 
 

WE ALL WANT A LOW 
MAINTENANCE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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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与Topman公司合作10年
Topman公司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销售海
兰蛋鸡。海兰的地区商务经理Sujeewa 
Loku Wadguge于2021年向Topman公司
颁发了纪念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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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的新投资帮助提升最大遗传潜力
动物福利和生产优质雏鸡是海兰公司
的首要任务，我们通过实施湿帘技术
来加强这一方面。湿帘可以降低温
度，使鸡只在整个夏季处于舒适的温
度。这样一来，动物福利水平得到了
提升，鸡群也处于可控的、舒适的环
境中。这让我们可以收集和分析更多
精确的数据，以选育出最佳后代。

研发总监Danny Lubritz博士表示：“
在我们研发场的每栋鸡舍投入湿帘技
术可以提高海兰选种的准确性，因为
这些鸡只可以全年在爱荷华州表现他
们的最大遗传潜力。”

“除了能更稳定地满足客户订单外，
湿帘技术也能提升鸡只和员工的福利
标准。”

湿帘位于鸡舍风机对面的山墙。当空
气被抽入鸡舍的时候会穿过这些布满
水流的湿帘，以此降低空气温度，而
这些凉爽的空气会穿过鸡舍，为鸡群
和员工营造更舒适的环境。爱荷华州
的夏天会达到极端温度，这会对一些
性状有不良影响。湿帘技术可以调节
室温，这样鸡只就可以在无热应激的
情况下，表达出产蛋量、蛋重、饲料
转化率和存活率方面的遗传
潜力。

海兰在技术上的投资影响着
客户的盈利能力。湿帘技术
可以使选种更为精准，从而
使客户可以获得最高质量的
鸡苗。

湿帘技术还提高了研发场的存活率，
从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稳定性，以
最佳的鸡苗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海
兰的优势和放眼全球立足本土的使命
将继续推动我们的客户获得成功。

海兰的技术更新
海兰国际的技术资源库每年都在进行更新。“海兰公司的技术更新速度快，且易于理解，对于顺应新的行业标准非常重
要。”海兰公司全球技术服务经理Vitor Arantes还表示，“按照我们的建议，客户能够节省时间、金钱，并能预防问
题。”

全喙鸡群的管理
考虑到客户情感上的转变，一些国家已经引入了限制断喙
的做法，而许多其他国家也正在考虑中。欧盟有机养殖的
鸡群是强制要求保留全喙（未经处理）的，而这一做法正
在自发地扩展到更多的鸡场和散养鸡群。

在育雏育成阶段，全喙鸡的目标是在转群时拥有良好的羽
毛覆盖、良好的行为和体重、较高的体重均匀度，以及良
好的身体状态。鸡群进入转群阶段时，后备鸡群的身体状
态越好，其整个产蛋期的行为和羽毛状况就越好。

育雏管理
最佳的育雏环境管理对于发挥鸡群的全部产蛋潜力是非常
重要的。胃肠道和免疫系统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发育的，因
此高产蛋鸡的基础将在这一阶段形成。

更多信息…… 
技术更新“全喙鸡群的管理”和“育雏管
理”现已上线，请登录 www.hyline.com/

resources.

Technical Update

MANAGING FULLY BEAKED FLOCKS

Due to changes in customer sentiment, restrictions on beak treatment practic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some countries and are being considered by many others. Full (untreated) beaks are obligatory in 

European Union organic flocks, and this practice is being voluntarily extended to more barn and free 

range flocks on a customer by customer basis. 

Management of fully beaked flocks requires more consideration and input relative to beak-treated 

flocks. The following document outlines area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farm managers, 

nutritionist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There are key factors to consider in managing fully beaked flocks. 

• Pullet quality 

• Lighting  

• Ventilation 

• Environment 

• Feeding system management  

• Nutrition and diet nutrient specifications 

PULLET QUALITY 

The goal for rearing flocks with full beaks is 

to transfer the hens with excellent feather 

cover, good behavioral attributes, good body 

weight, and high body weight uniformity with 

good overall body condition. The better overall 

condition a pullet flock is going into transfer, the 

better its behavior and feather condition will be 

throughout the lay period.  

While management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success for fully beaked flocks, genetics also plays 

a role. Hy-Line varieties have been bred to be particularly calm, sociable, and tend not to express 

aggressive behavior during stress events. In a recent set of both internal and university studies1,2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non-beak-treated flocks, Hy-Line Brown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lower 

mortality relative to other breeds (Figure 1). 

Rearing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the birds later in life. Sociable birds in rear 

tend to stay sociable in the laying period, while those flocks that exhibit anti-social behavior in rear 

tend to maintain this behavior in la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good flock behavior:

• Uniformity: Good uniformity will correspond with better flock cohesion and behavior. 

• Feather cover: A poorly feathered bird at point of lay is more prone to stress during the laying 

period.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feather quality include proper growth, nutrition, disease, 

management, overall stress, and uniformity. Pullets undergo three molts to transition from 

chick down to adult feather cover. To achieve the best feathering, the pullets must be healthy 

and free of stress for the duration of feather growth.

• Environmental conditioning: Hens that are less excitable due to external stimuli will be less 

stressed and more sociable.

Figure 1. Mortality (%): Average of two fully 

beaked flocks (50.4 weeks in lay).

BROODING MANAGEMENT

Technical Update

The ability to achieve genetic potential all starts with a good quality day old-chick, which comes from 

providing correct housing, brooding, nutrition, vaccinations, lighting, ventilation, and management. All of 

these factors are vital links in the chain of high productivity and if any of these links are to fail, the genetic 

potential of the birds can be compromised.Brooding correctly is essential in getting the pullets off to a good start as their biggest tool develops: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immune system in the first 5 weeks, which will se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ird’s productive life. The following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re considered best practices for all 

chicks brooding in floor systems.

FEED
• Use paper to provide better access to feed.
• Scatter feed onto 

chick paper for the first 7 days.
• Feed small amounts several times to 

stimulate intake 
for first 3 days.
(2:00/4:00/6:00/8:00/ 10:00/12:00/14:00/ 
16:00/18:00/20:00/22:00)

• Use booster/starter feed with recommended energy and amino 
acids.

• Good crumbles (not mash or pellets) with uniform particle size of 
1–3 mm will provide uniform and efficient distribution of nutrients 
to the chicks. 

LIGHT
• Bright light (30–50 lux/3–5 fc) helps chicks find feed and water 

and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Provide uniform lighting; avoid 
shadows and dark patches.

• Use an intermittent lighting program of 4 hours light and 2 hours 
dark from 0–7 days to synchronize eating and drinking behavior 
and improve uniformity, livability, and first week body weight. The intermittent lighting program can 

be used until 14 days for flocks sourced from young breeders or which have undergone long-journey transportation.• If intermittent lighting program is not possible, set 22 total light hours in the first 3 days, not 24 hours. Providing 24 hours of light is not necessary; this will create more stress to the chicks and can result in non-uniform flocks where weaker chicks stay inactive while stronger chicks continue to grow.

BROODING GENERAL PROBLEMS

Dehydration–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 and water intake

Omphalitis (Bacterial infection)–chick quality and sanitation

Vent pasting–extreme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and feed quality

caption

caption

http://www.hyline.com/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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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品种具有的盈利优势
海兰品种在家禽遗传育种方面持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客户提供具有优异生产性能和盈利优势的蛋鸡品种。加快遗传选
育进展，并为当地市场定制最适合的品种，使得海兰在全球范围内领先于竞争对手。

海兰W-36通过更高的效率为客户带来利润。每只入舍母鸡到90周龄时比竞争对手
能多产8个鸡蛋，并且其存活率依然无可匹敌，到70周龄时存活率比竞争对手高出
3%。

海兰W-80通过更高的生产性能为客户带来利润。
与竞争对手相比，在具有更高价值的大蛋和超大
蛋类别中，她生产的超过87%的可销售鸡蛋符合
大蛋标准。对于每只入舍母鸡，W-80可为生产者
多赚取1.64美元的利润。

$27.50

$28.00

$28.50

$29.00

$29.50

$30.00

$30.50

W-80 Competitor

$30.40 

$28.76 

Egg Income/Hen-Housed to 80 Weeks

每只入舍母鸡增
收1.64美元

鸡
蛋

收
入

（
美

元
）

总蛋重高

采食量低

海兰褐是世界上综合性能最好的褐壳蛋鸡。她比竞争对手多生
产8个鸡蛋，拥有比市场平均水平更坚固的蛋壳，并且每生产一
个鸡蛋所消耗的饲料少3克。

W-80

入舍母鸡产蛋
数 VS.竞争对手

更多的鸡蛋

多8枚 更多信息……
了解更多各品种的优势，请登录www.hyline.com/innovations.

The                  Advantage

www.hyline.com

Hy-Line Brown – The World's Most Balanced 
Brown Egg Layer

The Hy-Line Brown is the world’s most balanced brown egg layer, a result of decades of genetic selection  by Hy-Line scientists. 

View the Hy-Line Brown 
Commercial 

Management Guide

1 EGG: 
LESS FEED
to Produce

The Hy-Line Brown offers the optimum balance of high productivity, an industry-best feed conversion rate, and superior egg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Hen-Housed Eggs 
vs. Competition

MORE EGGS

+8

-3 g Feed per 
Bird per Day vs. 

Competition

3,000 gF

4,500 gF

367

vs. Market Requirement

STRONGER 
SHELLS

3,000 gF

4,500 gF

367

竞争对手W-80



在社交媒体上访问海兰
海兰公司着力打造社交媒体，以支持全球所有地区的经销商和客户。通过全新的海报设计、专业的内容和持续的更新，海兰在多个
平台以全新方式分享资讯、推广产品和提供客户支持。

现在就在 Facebook, LinkedIn 和微信上关注我们吧。

海兰的新员工和晋升信息

Eduardo de Souza Pinto将于3月1日加入海兰国际，担任新设立的运营总裁一职。他将在美国爱
荷华州达拉斯中心负责所有内部生产、行政、出口和物流领域。

Travis Schaal博士将转为技术专家，担任运营技术总监。在新的职位上，Travis还将为全球客户
提供技术服

Brittney Roorda 晋升为全球市场部总监。Brittney负责根据全球和各地区市场需求定制资讯，以
打造海兰品牌。这包括饲养管理手册的更新、网站的开发、盈利优势资讯、社交媒体的宣发等

Samantha Shirk加入海兰团队，担任国际市场专员，同时兼任行政管理助理。她负责社交媒
体、书面出版物和活动协调工作，同时协助执行董事、销售经理和技术服务部门的工作。

在印度，Ravindran Marimuthu博士加入海兰Srinivasa团队。作为高级技术服务经理，他将为客
户提供技术服务，收集田间数据，并提供支持以提高为印度定制的W-80蛋鸡的生产性能。

Yousef Al-Khuffash加入海兰公司，担任海兰在中东地区的技术服务兽医，他在疫苗、药物和饲
料添加剂方面的经验，将为当前和未来的客户以当地语言提供技术建议。

Willie Blokvoort加入海兰公司，担任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地区的商务经理。他将负责该地区的
业务，并解决客户的技术需

Wansika Visuthsak博士接受了东南亚技术服务专家的职位。她的职责是拜访客户，提供饲养管
理建议，以实现海兰蛋鸡品种的最大遗传潜力。

Brittney Roorda

海兰国际已经为技术团队聘任了几名新员工，并给予其他员工晋升机会。海兰国际总裁Jonathan Cade表示：“通过新的聘任及
晋升，海兰国际将继续其放眼全球立足本土的使命，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Wansika 
Visuthsak 博士

Ravindran 
Marimuthu 博士

Samantha 
Shirk

Willie Blokvoort

Yousef  
Al-Khuffash

Travis  
Schaal 博士

Eduardo de 
Souza Pinto

https://m.facebook.com/HyLineInternational/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hy-line-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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