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6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我省今

年将严格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对“瘦肉

精”监管、生鲜乳生产、兽用抗生素使用、生

猪屠宰等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确保不发生重

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瘦肉精”监管专项整治行动以肉牛肉

羊养殖重点地区、外调活畜问题多发地区、

生猪养殖大县、屠宰场为重点整治区域。主

要措施：一是组织实施养殖环节“瘦肉精”监

测计划，增加对牛羊养殖场户抽检数量；二

是组织实施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督检测和

风险监测计划，对大加牛羊屠宰场监督检测

力度；三是健全上下联动、区域联动、部门联

动的案件查处机制，加大工作薄弱地区督查

力度；四是建立屠宰与养殖环节“瘦肉精”溯

源信息通报机制，对外调活畜问题多发地区

进行案件专项督办。

生鲜乳专项整治行动对奶牛养殖大县

和奶牛养殖重点区域，重点治理非法收购生

鲜乳，倒买倒卖不合格生鲜乳，恶意争抢奶

源等行为，严厉打击生鲜乳生产、收购和运

输过程中各类违法行为。主要措施：一是严

格审查奶站和运输车资质条件并依法履行

监管职责，对有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奶源的

奶站和运输车的资质进行重新审核并重点

监管；二是强化奶站和运输车日常监管，对

许可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不符合要求

的，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到位；三

是对生鲜乳质量安全抽检监测指标覆盖国

家公布的所有违禁添加物，抽检范围覆盖辖

区内所有奶站和奶车，对奶牛养殖大县和奶

牛养殖重点区域加大抽检密度和增加抽检

频次；四是坚持监测与执法联动，对非法收

购、无证运输、长途贩运、拼车装运、逃避监

管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五是督促奶

站和运输车经营主体落实质量安全首付责

任，对生鲜乳质量检验、不合格生鲜乳处理、

安全制度落实等不符合条件的奶站和运输

车，责令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合格的予以

取缔。

兽用抗生素专项整治行动以兽用抗生

素生产经营企业、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

畜禽养殖大县和问题多发领域为重点，严

厉打击兽药成分、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

定，将原料销售给养殖场使用，利用互联网

销售假劣兽药，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兽药等

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措施：一是以兽用抗

生素生产经营企业为重点，严格核查兽用

抗生素原料来源和质量检验情况，严格核

对批准生产产品与原料药品种对应情况；

二是以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大县为重

点，严格核查用药记录，严厉查处使用原料

药、假劣兽药、超范围和超剂量使用兽药等

违法行为；三是联合通信管理部门依法处

置发布假劣兽药信息和销售假劣兽药的违

法违规网站。

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以城乡接合

部、私宰专业村（户）和肉食品加工集中区等

私宰易发区和多发区为重点，严厉打击私屠

滥宰，屠宰病死猪，屠宰环节添加“瘦肉精”、

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主

要措施：一是加强部门间协调合作，建立健

全部门联动机制，集中开展多部门联合执

法；二是全面落实生猪入场查验登记、待宰

静养、肉品品质检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检

疫检验出证等制度；三是严格生猪屠宰行业

准入管理；四是开展常态化资格审核清理，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且无整改意愿或无法整

改的生猪定点屠宰场（场点）予以取缔。

畜牧业生产资料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以

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产品为重点，对

兽药饲料生产聚集地、批发市场、专业市场、

集散地等区域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发现违法

线索及时立案查处。主要措施：一是畜牧业

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强化市县初审，严格落实

专家现场审核验收制度；二是扩大兽药经营

企业二维码试点范围，探索研究互联网电商

销售畜牧业生产资料的管理规范；三是对不

合格投入品追根溯源、一案双查；四是将连

续两年抽检不合格、群众投诉举报多、问题

突出的生产经营主体和产品列为重点监管

对象，提高监督抽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五

是继续深入实施畜牧企业黑名单管理制

度。 （本报记者 孙高成）

洛宁，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和

革命老区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从去年8

月开始，洛宁县委、县政府与北京德

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实

施了“金鸡扶贫”工程——德青源

（洛宁）蛋鸡生态养殖扶贫项目。此

工程为全省资产收益扶贫试点项

目，其规划和前景将成为中原大地

脱贫攻坚中又一新亮点。

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说，“金

鸡扶贫”工程是该县实施金果、金

叶、金鸡、金牛、金融“五金”扶贫的

重要一项，也是县委、县政府通过

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举

措。工程集“生态养殖—食品加工

—清洁能源—有机肥料—订单农

业—有机种植”于一体，既符合政

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并重的原则，还可推进洛宁县

向着“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

创新之路跨进。

据了解，洛宁县委、县政府授

权洛宁县永丰现代农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以下简

称“洛宁农投公司”）为“金鸡扶贫”

工程投资主体。此工程总投资

3.63亿元，规划年饲养青年鸡60万

羽，存栏商品蛋鸡180万只。洛宁

农投公司负责投资2.15亿元（包括

财政扶贫投入资金和银行贷款）建

造鸡舍、饲料厂、屠宰场、周转库、

办公区等基础设施，第三方投资

3500万元负责建设有机肥厂、沼气

发电中心，北京德青源负责投资

1.13亿元养殖蛋鸡和销售鸡蛋。

项目投产后，德青源每年按固定

资产投资的10%向洛宁农投公司支

付租金，合作期限为15年。洛宁县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按5000万元入

股，每年可获取500万元的租金，通

过租金收益带动贫困户脱贫：股金资

产收益一部分用于无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兜底脱贫，一部分作为贫困村

“五员”的劳务报酬补贴（“五员”指村

级卫生保洁员、护林员、便民服务员、

河道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另一部分

支持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公益事业

建设或贫困户产业发展合作社。

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则

组织他们出租土地和在养鸡场就业

来实现脱贫致富。

叶党群是家住洛宁县河底镇牛

京村的一名贫困户。他家中有两位

80多岁的老人、三个上学的孩子和

一个严重残疾的哥哥。此前以种地

为生，家庭全年收入仅有 1 万多

元。“金鸡扶贫”工程开工后，他和妻

子全部被安排到工地打零工，不到9

个月已领到3万多元的工资。加上

自家土地租金收益，家庭年收入不

少于4万元。工作之余，他还能照

顾老人和孩子。

洛宁县长周东柯说，按照上述

受益模式，2017年，洛宁县计划辐

射河底镇、东宋镇、小界乡、城郊乡

等4个乡镇，涉及9个贫困村3960

名贫困人员，每个贫困人口可收益

1035元，每个贫困村可获得建设公

益事业或发展集体经济资金10万

元；2018年，洛宁县计划辐射全县

16个乡镇涉及28个贫困村8481名

贫困人员。2019年后，上述500万

元主要用于该县返贫、低保、大灾、

大病等人员的救助及产业发展。

“金鸡扶贫”工程建设周期为

2016年8月至2018年6月，首批鸡

苗5万多羽已进场培育，今年7月即

可产蛋受益。工程全部竣工后，可

安排1000名当地群众进场就业，进

场人员家庭当年即可实现脱贫。此

外，还将带动周边群众订单种植玉

米，利用沼渣、沼液在洛宁境内开发

红薯种植和深加工产业。

3月17日，记者从《农业部办公厅关于

2016年第四季度假劣兽药查处情况的通报》

获悉，今年农业部继续将兽药违法案件查处

列为各省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延伸绩效管

理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查处结果及案

件通报制度，定期通报各地查处率。

2016年第四季度，我省及北京市农业局、

天津市畜牧兽医局等23个省级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组织开展了假劣兽药查处工作。按照农

业部下达的假劣兽药查处任务，共立案查处兽

药违法案件912件，其中兽药生产环节257件、

经营环节584件、使用环节71件，货值金额总

计78.16万元，罚没款金额总计234.18万元。

(本报记者 孙高成)

4月7日，记者从省家禽业协会

获悉，2017年度中原畜牧业交易博

览会（河南家禽交易会）将于9月18

日至20日在我省信阳百花会展中

心举办。

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是我省

一年一度的畜牧业省会。历经28

年的发展，该展会已成为全国重要

的畜牧行业综合性5A级展会，也是

国内外涉牧企业进军中原畜牧市场

的重要平台。去年，展会安排国内

外1000多家企业参展，举办招商引

资、高峰论坛、专题报告等活动20

余场，迎来10万多人参会。

信阳市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

交通便利，气候宜人。信阳百花会展

中心位于高铁站附近，展区面积达14

万平方米，会议中心近20个，硬件一

流，配套设施完备，集展览、会议、信息

交流于一体。第29届中原畜牧业博

览会在该市举办，是适应中原地区畜

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必将促进中原

地区乃至全国畜牧业的发展。

本届展会由河南省家禽业协会

主办，河南省养猪行业协会、河南省

奶业协会、河南省饲料工业协会、河

南省动物保健品协会、河南省畜牧

工程技术协会、河南省畜牧摄影协

会和河南省养羊行业协会等单位协

办。会议内容涵盖国内外畜牧业全

产业链各环节的产品、信息与服务，

参展采用线上报名，不再设立普通

标展，全力打造特装展位和异型简

装展位。 （本报记者 孙高成）

4月7日，奶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席

会议制度，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推进的

工作。

奶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实施《全国

奶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重要保障措

施，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为奶业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旨在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形成推动奶业发展的合力。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

局长郭文奇，以及各会员单位有关负责人和中国

奶业协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成员单

位要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

强复原乳管控，加快转型升级，补短板、降成本、

优品质，创建一流品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

生产生态协同发展。对信息沟通做到无缝衔

接，就奶业重大问题及时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

施。联席会议办公室要主动加强向各成员单位

定期通报情况，做好服务联络。

(本报记者 孙高成)

4月1日，省畜牧局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畜牧部门自今年5月1日

起，对辖区畜禽屠宰企业在检疫出

证方面实行分类管理。

据悉，我省畜牧部门将省内畜

禽屠宰企业分为A类屠宰企业和B

类屠宰企业，而且，上述企业只能分

别使用“定点屠宰厂（场）专用肉品

品质检验合格证”和“定点屠宰点专

用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对A类

屠宰企业，相应动物卫生监督部门

可以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

A）》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

B）》。对B类屠宰企业，相应动物卫

生监督部门只能出具《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产品B）》，且该证明“目的

地”项只能填写该生猪定点屠宰场

（点）所在乡镇或者合并设立该场

（点）的几个乡镇。

（本报记者 孙高成）

近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郑州市

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专

项实施方案》，决定今年年底前依法全部关

闭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该

市经初步概算,全市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

(小区)关闭或搬迁共需财政资金19亿元,将

由市、县 (市、区)按1∶2的比例配套落实。

《方案》指出，郑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

关闭搬迁由各县 (市、区)政府统一领导,相

关部门、单位根据各自职责,主动配合做好

辖区内禁养区养殖场 (小区)关闭搬迁工作。

禁养区内应当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规模标准，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养殖规模标准确定。对禁养区的养殖场

(小区)的建筑物,根据养殖场 (小区)的实际

意愿,只要不再饲养畜禽,不作强制拆除。

自愿拆除的按建筑补偿标准补偿,只清除

畜禽的,按畜禽补偿标准补偿。愿意关闭

搬迁的,采取自愿限期关闭搬迁；在规定时

间内仍不愿关闭搬迁的,采取依法强制关

闭搬迁。

对在年度计划内完成关闭搬迁任务的

畜禽养殖场 (小区)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经

评估后给予适当经济补偿。对有手续的畜

禽养殖场 (小区)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按评

估价100%予以补偿,无手续的酌情给予补

偿,擅自乱搭乱建的不予补偿。

畜禽建筑物以实际丈量面积为准,按

不同建筑类型补偿；存栏畜禽补偿以实际

清理数量为准。畜禽建筑物对不同结构的

畜禽养殖建筑物,依据评估价,按不高于

5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禁养区内

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要及时清理出售商品

畜禽：对现存的种畜禽经市场评估后,以商

品畜禽价格淘汰的,补助种畜禽与商品畜

禽之间的差价。 （本报记者 孙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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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氰酸红霉素可溶性粉

穿心莲注射液

清肺散

氧氟沙星注射液

恩诺沙星溶液

土霉素注射液

恩诺沙星溶液(蚕用)

盐酸环丙沙星注射液

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

白头翁散

鸡球虫散

荆防解毒散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

柴胡注射液

氟苯尼考可溶性粉

产品名称

恩诺沙星片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氟哌酸可溶性粉

烟酸诺氟沙星可溶性粉

氟苯尼考注射液

鱼腥草注射液

苍术香连散

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白头翁散

磺胺脒片

清瘟败毒散

清瘟败毒散

氧氟沙星注射液

产品名称

/

/

/

/

/

/

/

脓僵快克星

/

/

/

/

/

金泻康

/

/

商品名

/

/

/

氟哌酸

/

/

/

益格抗菌星

喘泰平

/

/

/

/

/

/

商品名

天津恒基利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必佳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芮城县方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三马兽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农华大兽药有限公司

上海同仁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兽药厂

安吉丰牧兽药有限公司

安吉丰牧兽药有限公司

江西信尔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菏泽鸿升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九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豫神劲牛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科迪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衡阳科迪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万士达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标称生产企业

广西神威兽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好益特动物保健药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博腾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饲宝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圣奥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芮城天通动保药业有限公司

芮城天通动保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益格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牧兽药有限公司

山东中牧兽药有限公司

山东中牧兽药有限公司

山东正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济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绿亨世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嘉瑞动物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杭锦后旗范兽医门诊

衢州市衢江区玉峰兽药饲料经营部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伊克赛兽药店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燊名达兽药店

龙泉市兰巨乡上圩生态养殖场

蕲春县福康兽药经营部

缙云县壶镇镇了农畜禽服务部

缙云县壶镇镇了农畜禽服务部

缙云县施金翠家庭农场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兴鑫兽药经销部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牧乐兽药经营部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牧乐兽药经营部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五丰兽药经营部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五丰兽药经营部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五丰兽药经营部

武汉市新洲区汪家宠物门诊

被抽样单位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云丰兽药店

绍兴市柯桥区益民兽药店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汇川兽药经营部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五丰兽药经营部

杭锦后旗康泰兽药经销部

永登兽医大药房

扶绥县东门镇兴达兽药经营部

北京骐康济达商贸有限公司

扶绥县东门镇富民兽药经营部

龙州康大兽药店

田东县华汉饲料兽药店

甘肃玉成兽药有限责任公司

崇左市永康水产兽药店

江州区王氏生猪养殖场

榆中县农牧工商联合公司药械部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批号

20150624

20160301

150701

20150801

20151201

151101

20160326

日期20160401

20160603

20151201

20151228

20160301

20151228

20160621

20160601

20160304

160105

20150601

20151201

151202

20150104

160602

20160311

20160615

20160528

20160528

20160528

160318

20160621

20160692

151201

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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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畜牧局今年专项整治“瘦肉精”监管、生鲜乳生产、兽用抗生素使用、生猪
屠宰等问题——

实施最严厉处罚 保障畜产品安全

农业部将定期通报
各地兽药案件查处情况

洛宁“金鸡扶贫”天地宽
□本报记者 孙高成

奶业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启动

自5月1日起，
我省对屠宰企业出证分类管理

郑州市出台禁养区养殖场清理实施方案
2017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
将在信阳举办

近日，农业部通报了全国2017年1月份和2月份兽药监督抽检中经抽样确认的31批假兽药相关信息。省畜牧局已部署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畜牧局，省畜牧兽医执法总队对其

组织查处。

3月27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尚楼村农民李庆丰在养殖场给肉牛喂料。近年来，他利用当地麦秸、玉米秸秆资源丰富的优

势，搞起了规模肉牛饲养场，仅卖牛一项年收入达20多万元。 祁亚丽 摄

3月16日，根据省畜牧局平安

建设宣传月活动要求，省畜牧总站

书记徐泽君一行来到河南三木绿源

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河南河顺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开展了送法律知

识下基层活动。

在活动现场，省畜牧总站工作

人员首先对上述企业进行了参观考

察，与企业负责人、技术场长作了沟

通交流。随后，他们对企业发展现

状、存在问题以及急需突破的技术

瓶颈和关键环节提出了发展建议，

并为企业赠送了《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畜

牧业相关法律书籍，希望企业进一

步规范经营行为，自觉遵法学法用

法守法，创建平安企业推动社会平

安建设。 （本报记者 孙高成）

省畜牧总站送法到基层

农业部:
2017年1~2月份合法兽药生产企业确认非本企业生产的涉嫌假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