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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畜禽养殖场（户）：
科学合理使用兽药，不

仅能及时预防和治疗动物
疾病，提高养殖效益，而且
对控制和减少药物残留、提
高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全省
兽药执法力度的加大，兽药
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但仍有
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非
法生产制售假劣兽药。使
用假劣兽药不仅起不到治
疗作用，还可能引起患病动
物病情加重或死亡，造成经
济损失，而且会危害畜产品
质量安全。按照《兽药管理
条例》规定，使用假劣兽药，
轻者对违法单位处 1 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重者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在此，河南省畜牧兽医
执法总队提醒广大养殖场
（户），购买兽药时要谨记以
下几点：

一、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从查处的案件看，假劣
兽药一般为电话营销。非
法企业事先通过各个渠道
获取养殖户的基本信息，然
后招聘大量电话专员，聘请

“专家”为其教授话务技术，
一对一或者多对一与养殖
户联系，或者通过微信、QQ
等方式，逐渐获取养殖场

（户）的信任，然后根据养殖
场（户）的需求，非法假冒各
个厂家的产品。建议养殖
场（户）购买兽药时，通过正
规生产企业或者到附近的
兽药经营门店购买。从网
上购买兽药时，要审核线上
销售方是否取得兽药经营
许可证。

二、仔细鉴别兽药外包
装。一是商品名随意夸大
疗效的不要购买。如假劣
兽药商品名为“止泻神针”

“一针就灵”“蝇蛆一扫光”
等。二是标签上标识的生
产许可证号或者批准文号
过期的不要购买。兽药的
生产许可证和批准文号有
效期均为 5 年。如某兽药
标签上标识的生产许可证
号为（2011）兽药生产证字
xxxxx 号，批准文号为兽药
字（2009）xxxxxxxxx，生 产
日期为 20171028。根据生
产日期看，标签上标识的生
产许可证号或者批准文号
明显已超5年有效期，依法
判定为假兽药。三是标签
上标识的作用与用途或者
功能主治明显超出范本规
定范围的不要购买。兽药
的标签和说明书有法定的
范本，范本具体内容可在中
国 兽 药 信 息 网（http：//

1.202.134.240/）“国家兽药
基础数据库”中“兽药标签
说明书数据”查询。如黄芪
多糖粉标签和说明书范本
中功能主治规定的是“用于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预防
性治疗”，若兽药标签上功
能主治超出规定内容，均依
法判定为假兽药。

三、扫描二维码或者上
网查询。我国兽药已全部
施行了二维码追溯管理。
可 登 录 中 国 兽 药 信 息 网
（http：//1.202.134.240/） 下
载国家兽药产品追溯系统
手机 APP。通过手机 APP
扫描兽药标签上的二维码
时，应显示有24位追溯码、
产品名称、批准文号、企业
名称、联系电话、药品类型、
剂型、产品规格、产品批号、
生产日期、失效日期等信
息。另外还可直接登录中
国 兽 药 信 息 网（http：//
1.202.134.240/）查 询 24 位
追溯码真伪。

希望广大畜禽养殖场
（户）诚信守法经营，依法科
学养殖，发现假劣兽药时，
欢迎向当地畜牧兽医执法
机构举报。

河南省畜牧兽医执法
总队

2018年8月10日

本报讯 河南屠户注意
了，给生猪等禽畜打药注水、
非法牟利可是要被判重刑
的。8月9日，记者从安阳市
北关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
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分别判处邢某民等四
人有期徒刑 7 年到 13 年不
等，最高罚金530万元。

这都是给生猪打药注水
惹的祸。2016年 6月起，被
告人邢某民收购生猪后到安
阳豫鑫肉联厂进行屠宰外加
工作业，并雇用被告人刘某
坡对待宰生猪进行打药注
水，每打药注水一头猪，邢某
民给刘某坡10元钱。在成为
安阳豫鑫肉联厂的实际负责
人后，邢某民继续雇用刘某
坡对厂内待宰生猪进行打药
注水，直到2017年5月24日
案发。刘某坡打药用的药水
分别从李某宝、刘某隆处多
次购买。

经对现场查获已屠宰的
93头猪肉样品进行水分检
验，其中63头猪肉样品水分
含量大于77%。同时，被告
人给待宰生猪注射的液体中
检出大量肾上腺素，含量为

2.97mg/ml。2016年11月1
日至2017年 5月 24日案发
时，安阳豫鑫肉联厂累计销
售猪产品41万公斤，货值金
额670余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邢某民、刘某坡在生产、销售
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情节特别严
重。判处邢某民有期徒刑1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30万
元。判处刘某坡有期徒刑1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
元。另有两人被判刑并处罚
金。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被
告人注入生猪体内的是一种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属我
国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禁止在
畜禽养殖中添加的药物。该
药品食用过量对人体危害较
大，但是猪肉会呈现色泽鲜
艳、卖相好的特点。省肉类
协会相关食品专家表示，人
体摄入大剂量的肾上腺素能
够兴奋中枢神经，还会引起
惊厥，并能抑制呼吸中枢。
超大量的肾上腺素，还可导
致急性肺水肿。

给生猪打药注水？要判重刑！
安阳有人因此被判13年并处罚金530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寇中佳

致全省畜禽养殖场（户）的公开信

照片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是历史的见证与缩影，记录着
生活的变化。金水区“纪念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老照片征集
活动开始啦！

流金岁月，似水年华，绿
了芭蕉，红了樱桃，也白了少
年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从12英寸黑白电
视到超大液晶曲面屏；从杀年
猪、做年糕、放鞭炮到看春晚、
抢红包、集五福。鬓角白发渐
露，眼角皱纹愈深，时光无情，
四十年改革开放究竟留下了
什么？曾经的小屋变新楼；曾

经的菜地变城区；曾经的孩童
变成了孩童口中的爸爸妈妈；
曾经的报纸、邮票变成了手机
与Wifi……忆往昔，或许我
们还可以从记忆中的老照片
窥探一二——“回望来路，不
忘初心”，用光影聚焦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

老照片征集要求：
（一）照片主题：流金似

水，扬帆未来——金水区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摄影展。

（二）照片要求：
1.照片内容可以涉及金

水区市井生活、城市道路、立

交桥、批发市场、文化教育、医
疗卫生、商业金融、居民住宅
等众多领域。

2.原创、收集或收藏均
可。同一相关主题作品，可以
是单张照片，也可以是一组照
片。

3.每组照片应有简单文
字说明。入选者有机会获邀
参加金水区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摄影展，并获得同位置
比对纪念照。

征集用途：本次征集作品
将会在金水区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摄影展上进行展
出。

征集日期：2018 年 8月
10日~2018年8月31日

征集方式：参投作品可压
缩 整 理 发 至 邮 箱 dh-
bzw123@163.com。作品请
标注拍摄时间、作者姓名、联
系方式。

联系电话：15537876039
（马女士）

欢迎广大居民晒晒自己
珍藏的老照片，聊聊当年的旧
故事，踊跃投稿！

本报讯 地球在发烧，夏
天在蒸煮，高温与暴雨齐飞，
汗水与雨水共舞。那么，事实
是否如此？大河报记者从河
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降
水量较去年同比偏多了2成，
为10年来的最高值，但上浮
幅度还在历史正常范围之
内。然而，今年的气温确实比
较高，历史同期排在了第 6
位。

入夏以来，强降水和高温
轮番出击，甚至协同作战。那
么，今年的降水量究竟是极多
还是偏多？大河报记者从省
气候中心了解到，从今年1月
1日至8月5日，全省的平均
降水量为496毫米，较去年同
期偏多了20%，但较常年同
期则偏多6%。今年的降水
量，是十年来同期降水量最大
的一个年份。

“虽然10年来降水量最
多，但同期降水量仅高于常年
平均值的6%，还是在正常范
围之内的。”省气候中心相关
人士说。

降水虽然较多，但还在正
常范围之内，那温度过高，也
是在正常范围内吗？特别是

7月15日~26日，我省遭遇了
今年最强区域性高温天气过
程，强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
第13位，7月历史同期的第8
位。

把时间轴拉长后，大河报
记者发现今年的气温也是偏
高的状态。根据河南省气候
中心统计，从1月1日至8月
7 日，我省的平均气温为
16℃，这在历史同期排到了
第6位。

地球在发烧，我们在煎
熬。大家关心的，是这又蒸又
煮的炎夏什么时候结束，凉秋
什么时候回归。因为立秋毕
竟只是形式层面的，实际层面
却还是热浪不断。大河报记
者打探了解到，全省常年平均
入秋时间为9月9日。这也
就意味着，我们距离真正的秋
天，正好还有一个月的距离。

不过，和漫长的夏天和冬
天比起来，我省常年平均秋天
很短，仅有61.3天。这个数
据甚至短于春天的长度，常年
平均春天为61.8天，所以不
仅是“春脖子短”，“秋脖子”看
上去更短。

今年我省有点“发烧”
降水近十年最多 气温也偏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金水区老照片征集活动开始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马腾娇 文 河南日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

曾经的金水区 现
在
的
金
水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