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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斤腐败猪肉 深夜扔到马路边
诸多部门表示“管不了” 辖区街道办昨晚将其清走

春分过后我省气温相对稳定
南下冷空气将于 23 日吹散雾霾
□见习记者 韩谨伊
本报讯 昨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式进入春分，我省也进入一年中最迷人
的季节。本周，我省气温相对稳定，日
平均气温为 10℃，
雾霾将于 23 日散去。
进入春分，气温回升较快，花满枝
头，春意浓浓。我省从这周开始日平均
气温将升至 10℃，无明显降水，全省周
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偏少。

□记者 李岩 文 记者 洪波 摄影

核心提示 | 3 月 20 日凌晨，早起的市民意外发现：一夜之间，郑州
市天明路快车道上，有人丢弃了数百斤臭猪肉（如图）。这已是近期的
第二次了！半月前，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一次，当时丢弃的猪肉有两三
千斤，不少被人捡走了。
对于这种行为，大河报记者多方询问，诸多职能部门都表示“管不
了”。而据记者查询，此举已涉嫌违法。

本周中后期，华北地区不断有弱冷
空气南下影响我省，23 日起气温将逐步
下降，周末又有所回升，周内极端最低
气温在 0℃左右。21 到 23 日，全省以多
云天气为主，有轻到中度霾，23 日受南
下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4 级左右的偏北
风，有利于霾的消散，气温稍有下降。
24 日到 25 日，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
区转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
阴天，
局部有小雨。

河南民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在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揭牌成立
□首席记者 周斌 实习生 牛枚
本报开封讯 3 月 19 日上午，河南
民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河南大学民
生学院揭牌成立。该研究中心由河南
省民办教育研究会和河南大学民生学
院共同设立，民生学院院长李文山教授

担任该研究中心主任。
据介绍，河南民办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成立后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探讨民
办教育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解
决思路；承担民办教育前沿领域研究课
题和成果推广；为全省民办教育事业改
革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

诧异：
一夜之间，
马路边扔了数百斤臭猪肉
昨日下午 3 时 20 分，郑州市天明路
与红专路交叉口向北约 300 米路西的快
车道上，很多路过的人都不得不捂着鼻
子通过——这里的臭味实在令人作呕。
臭味的源头，是快车道上的一大堆
猪肉。记者现场看到，这些肉有猪后
腿、肋排、前腿等，目测已经存放了较长
时间。这些臭肉块放在一个破床垫上，
旁边还有不少建筑垃圾。
“肯定是夜里有人卸到这儿的，太

缺德了！”附近一小区的门卫左师傅说，
昨天傍晚这里还很干净，今天一早就有
了。
左师傅说：
“ 第一次是在半个月以
前，有人在这里扔了两三千斤，还不算
太臭，
都被人捡走了……”
左师傅担心，这些猪肉可能携带传
染病之类的，这样随意丢弃，会不会对
过往路人及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
影响。

无奈：
问来问去，
诸多部门表示“管不了”
对于这些臭猪肉，一路之隔的信基
副食品市场的多家商户均表示不知
情。他们分析，有可能是周边的冷库干
的，
“ 应该是存放时间太长，变质了，货
主不想要了”。
昨日下午 4 时许，记者向郑州市金
水区疾病控制中心反映了此事，其工作
人员表示，处理这些猪肉不属于他们的
监管职责。
随后，郑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有关
人士也明确表示，作为动物卫生监督部
门，他们只负责监管正规的屠宰场，
“出
了屠宰场，我们就管不了了”。
此外，郑州市、金水区两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及环保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都表示，这不属于他们的监管范
畴。
当天下午，接到郑州市 110 指挥中
心的转办后，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城
管执法中队赶到现场。一位李姓负责
人说，他们会阻止当事人随意倾倒垃
圾，但一旦倾倒后，他们只能督促环卫
方面进行清理。
最后，事发地所在的南阳新村街道
办丰二社区网格长陈先生表示，他已与
街道办负责环卫工作人员进行了对接，
将清理转运这些臭猪肉。

说法：
随意丢弃涉嫌违法，最高可被追刑责
虽然诸多部门都表示“管不了”，但
大河报记者查询发现，随意丢弃、倾倒
来历不明动物尸体、尸块的行为，已经
涉嫌违规违法，甚至涉嫌违犯刑法。
我国现行《动物防疫法》第 75 条规
定，不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处
置……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无害化
处理，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
担，
可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去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环境保护
法》第 49 条规定，从事畜禽养殖和屠宰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对畜禽粪
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
置，
防止污染环境。

我国《刑法》第 338 条更是规定，违
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
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
后果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昨晚 9 点多，该社区网格长陈先生
向记者反馈称，经向街道办领导汇报，
这些臭猪肉已全部被清理走。
“说实话，
我们也很无奈，你说跟我们关系到底有
多大？最后都压到我们头上。”
他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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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增一条公交专线
中原路西三环公交专线直达洞林湖
到有山有水的洞林湖踏春游玩，是
众多郑州市民的选择。对于喜欢自驾
游的人来说，沿陇海快速路西行到新田
大道左转，很快就可以到达风景优美的
洞林湖，
全程不过 30 分钟。
对于老年人和无车一族，昨日也传
来一个好消息：3 月 20 日上午，从中原
路西三环直达新田城的公交专线开通
了，
市民乘车前往洞林湖仅需 30 分钟。
专线开通当天，公交公司、新田城、
郑州碧桂园、恒大山水城等四家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剪彩仪式，现场有数
百位业主不约而同前来，高兴地观摩了
活动。
公交车通了，洞林湖和市区的连接
更紧密了；公交车通了，洞林湖区域今
后的发展将更快了。从新田大道通车
到陇海路高架通车，未来航海路西延、
地铁 6 号线设立站点，公交公司设立公
交枢纽，洞林湖的交通和配套越来越成

熟，
区域的发展前景也更被大家看好。
郑州公交公司一负责人说，洞林湖
区域按照规划今后将会有数十万人居
住，存在着很大的出行需求，
“考虑到民
众的需求，新田公司也多次协调，我们
共同促进公交专线开通。不管是新田
城的居民、恒大山水城的居民还是郑州
碧桂园的居民，都将切实感受到出行的
便利。”
此外，该公交公司负责人还说，此
次开通的郑州公交专线为新田城二号
专线，4 月份新田城一号专线也将投入
使用，再加上原有的 565 路公交，
“ 三条
专线同时运营，到医学院、西流湖地铁
站等市区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方便”。
活动结束后，现场的很多人坐上公
交进行试乘试坐。据了解，新田城公交
专线自开通之日起，三天内面向社会免
费乘坐。

链接 洞林湖区域公交线路情况
1.新田城 1 号专线：新田城-西流湖地铁站 【路线】：新田大道-中原路-西四
环-建设路-1 号地铁西流湖站，
4 月份开通；
2.新田城 2 号专线：新田城-中原路西三环 【路线】：新田城-新田大道-陇海
路-西三环-中原路，
已开通，
早 6:30 至晚 7:30，
每 20 分钟一趟，票价 2 元；
3.565 公交：贾峪镇-医学院 【路线】：北大路-新田大道-中原路-西四环-建
设路-医学院，
已开通。(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