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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资讯生猪屠宰资格清理工作常态化河南
河南省畜牧局依法认真履行屠宰行业监

管职责，针对当前屠宰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完善制度，狠抓落实，打击了屠宰违法行为，规

范了屠宰环节秩序，保障了肉食品安全，取得

了明显成效。今年以来，省级收到群众投诉举

报起数与2016年同期相比减少2/3以上。

细化监督检查制度奠定监管工作
基础

2014年以来，河南省畜牧局印发《关于加

强畜禽屠宰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建立了日

常监督检查和监督巡查制度，将监督检查与执

法办案相衔接，重点查处私屠滥宰、注水及注

入其他物质、屠宰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修订

了《河南省畜牧企业黑名单管理制度》，将拒不

接受监督检查、被立案查处或移交司法处理等

违法屠宰企业列入“黑名单”，定期向社会公

布。印发了《全省畜牧系统推进“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做到监督执法人

员、监管对象随机选择，检查结果透明公开，发

现涉嫌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理。

认真执行监督检查规范全面开展
监督检查活动

2016年12月，河南省畜牧局印发《关于

对畜禽屠宰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通知》，从全

省监管对象数据库中随机抽取18个生猪屠宰

企业（每个省辖市1个），从省级执法人员库中

随机抽取12名执法人员，省畜产品质量监测

检验中心配备6名抽样人员，组成6个监督

检查组，自2017年1月3日至12日，对18个

生猪屠宰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样检测。

2017年2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处理期限及

抽样检验不合格结果进行了通报。2017年

3月印发《关于对2016年畜禽屠宰企业监督

检查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重点

对结果报送不及时、问题整改不到位和违法

行为不查处等情况进行了点名通报批评并

抄送被监督检查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收

到预期效果。

完善监督检查机制推动资格清理
常态化

2016年以来，河南省通过加强监督检查

和监督抽检，从质量合格、行为合规切入倒逼

资质合法，推动生猪屠宰资格清理工作常态

化。一是建立一支肉品品质检验员队伍。

2016年，河南省启动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培训

发证工作。二是开展“生猪屠宰行为规范年活

动”。制订《全省2017年“生猪屠宰行为规范

年活动”实施方案》，突出抓好生猪屠宰待宰静

养、致昏放血、冲淋浸烫、摘除“三腺”，抓好肉

品品质检验人员配备、检验制度实施等，以及

生猪屠宰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屠宰设施设

备检修维护保养、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和信息报

送等。三是完善生猪屠宰环节肉品质量监督

抽检制度，明确实行批检验制度。对所抽样品

进行现场快速检测，责成当地畜牧部门对生产

不合格产品的生猪屠宰企业依法处理处罚。

四是强化监督检查结果运用。除印发通报等

常规警示手段外，河南省畜牧局今年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畜禽屠宰企业相关证明

出具行为的通知》，要求将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相关信息录入河南省畜禽屠宰管理系统。实

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明与屠宰企业备案信息关联制度，凡未在该系

统录入的畜禽屠宰企业，2017年5月1日起将

不能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对B类生猪屠宰

企业不能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A）。

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到位和监督检查存在问题

整改不到位的，将暂停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出具

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使用。

通过信息审核，确认保留生猪定点屠宰企

业496家，对其中44家处于停产状态、68家未

通过信息审核的企业，已停止出具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通过监督检查，迫使小型生猪屠宰场

点升级改造，迫使达不到法定设立条件或列入

“黑名单”的企业退出市场，起到了资格清理的

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孙高成）

2010年1月，正阳县兰青乡

高孟村的郭俊从郑州大学生物

工程系毕业返乡，当他得知村

里民兵连要成立食用菌民兵合

作社，小郭二话没说，就“技术

入股”当上食用菌合作社理事

长兼菌种技术员。他从原来两

个菇棚起家，两年间发展到16

个菇棚，种植平菇收入达20万

元。

2011年12月，郭俊积极响

应国家实施的“大学生精准扶贫

工程”号召，在同学们的邀请下，

又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上蔡

县芦岗乡文楼村支援精准扶贫

工程，带领当地贫困群众一起发

展食用菌产业。在6年的食用

菌创业中，他从食用菌废弃物生

产有机肥中受到启发，发现了湖

羊粪里的商机，就改行做起了用

羊屎蛋生产有机肥。于是，他在

县人武部、县工商局的帮助下，

于2016年12月，成立了正阳县

乐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利

用正阳县天润农业有限公司湖

羊养殖场的羊屎蛋为原料，依托

郑州大学的生物工程技术力量，

以农村民兵为产业工人，采用优

质菌种发酵加工成有机肥，就地

安置140名农村民兵在公司就

业。

通过反复实验，公司将天

润农业有限公司湖羊养殖场废

弃的羊屎蛋加工成纯羊粪精制

有机肥、微生物菌肥和花卉专

用肥三款有机肥料，经过发酵

处理、晾晒、筛选、包装等工序，

把以前人们敬而远之的“臭粪

蛋”，通过加工变成了农民的宝

贝，成了发展现代农业的“营养

套餐”。

为打开有机肥市场，郭俊常

年与天润农业有限公司签订羊

粪包销供货合同，公司注册了

“粪先生”牌商标，采用“公司+

基地+商标+农户”的经营模式，

生产出来的“粪先生”牌有机肥

先在天润农业生态示范园里实

验肥效后，再通过视频在互联

网上发布供销信息。没想到，

这三款有机肥料在网上发布

后，客户订单逐月增加，生意火

爆。

花香自有彩蝶飞，肥好自有

客户买。驻马店市郊区有一家

科技有限公司种植了3000亩葡

萄，他们在网上看到“粪先生”牌

有机肥的视频广告后，就与乐天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年供

货2000吨有机肥的合同。该县

向阳民兵种植合作社也与公司

签约常年销售500吨有机肥。

如今，每天闻讯前来要货的客户

络绎不绝。目前，公司接到网上

订单销售有机肥收入100多万

元。

昔日的“臭粪蛋”，今日成了

香饽饽。郭俊告诉笔者说：“这

说明我国现代农业结构性调整

已发生了变化，用畜禽粪便加工

生产微生物菌肥和有机肥前景

广阔，一个发展现代绿色农业的

春天已经到来，选择循环创业，

这才是我从羊粪蛋里挤出百万

商机的秘诀。”

（范杰赵俭雪侯涛）

7月 5日，省畜牧局、省财

政厅联合下发《河南省2017年

粮改饲工作实施方案》，以推进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加快发展

草牧业，促进农牧结合、生态循

环发展。

今年，全省粮改饲面积要

达91.4万亩以上，收贮优质饲

草料要超过275万吨以上,基

本实现奶牛规模养殖场青贮玉

米全覆盖，进一步优化肉牛和

肉羊规模养殖场饲草料结构。

项目实施期限为2017年7月1

日至12月 31日，惠及43个县

（市、区）。

项目实施区域为荥阳、祥

符、孟津、偃师、鲁山、宝丰、汤

阴、浚县、淇县、原阳、辉县、延

津、武陟、修武、濮阳、南乐、台

前、柘城、虞城、民权、太康、确

山、平舆、泌阳、镇平、内乡、卧

龙、社旗、新野、桐柏、济源、兰

考、邓州、滑县、汝州、永城、新

蔡、唐河、中牟、项城、封丘、正

阳、卢氏等43个县（市、区）。

规模化草食家畜养殖场

（企业、合作社）或专业青贮饲

料收贮企业（合作社）为项目实

施主体，政府将采取“先收贮后

补贴”的方式为其发放补助资

金。

（本报记者孙高成）

7月10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今年上半年，

省畜牧局组织人员对我省10个省辖市、5个省直管

县（市）的饲料质量管理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予以公布。

今年5月15日至19日，省畜牧局抽调部分省

辖市饲料科长、《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指导专家

和省兽药饲料监察所、省畜牧兽医综合执法总队的

人员组成5个检查组，分别到郑州市、洛阳市、周口

市、驻马店市、商丘市、南阳市、安阳市、焦作市、鹤壁

市、三门峡市等10个省辖市和永城市、巩义市、汝州

市、滑县、鹿邑县等5个省直管县（市），采取听取汇

报、现场检查、查阅资料、抽检样品等多种形式，对

其饲料管理工作、饲料生产许可、饲料生产企业对

饲料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饲料质量安全管理

规范》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共检查饲料生产

企业39家，抽检饲料样品65批次，未发现违禁添

加、超范围添加和违法使用兽用抗菌药物等重大违

法违规现象。其中，64批次合格，1批次不合格，合

格率为98.5%。

省畜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被检查的10个

省辖市和5个省直管县（市）对饲料管理工作都高度

重视，不断强化饲料法律法规宣传培训，不断强化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推进实施，不断强化饲料

质量安全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切实做到了领导重

视、责任明确、措施有力、成效显著。被检查的饲料

生产企业绝大多数都能够按照饲料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积极推进《饲料质

量安全管理规范》的落实。 （本报记者孙高成）

7月3日，农业部印发并实施《病死及病害

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自本规范发布之

日起，《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

发〔2013〕34号）同时废止。

适用范围 国家规定的染疫动物及其产

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屠宰前确

认的病害动物、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

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动物产品，以及其他应

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及动物产品。

收集转运要求

包装 1.材料应符合密闭、防水、防渗、防

破损、耐腐蚀等要求。2.材料的容积、尺寸和

数量应与需处理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

产品的体积、数量相匹配。3.包装后应进行密

封。4.一次性包装材料应作销毁处理，可循环

使用的包装材料应进行清洗消毒。

暂存 1.采用冷冻或冷藏方式进行暂存，

防止无害化处理前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

物产品腐败。2.暂存场所应能防水、防渗、防

鼠、防盗，易于清洗和消毒。3.暂存场所应设

置明显警示标识。4.应定期对暂存场所及周

边环境进行清洗消毒。

转运 1.可选择符合 GB19217条件的车

辆或专用封闭厢式运载车辆。车厢四壁及底

部应使用耐腐蚀材料，并采取防渗措施。2.专

用转运车辆应加施明显标识，并加装车载定位

系统，记录转运时间和路径等信息。3.车辆驶

离暂存、养殖等场所前，应对车轮及车厢外部

进行消毒。4.转运车辆应尽量避免进入人口

密集区。5.若转运途中发生渗漏，应重新包

装、消毒后运输。6.卸载后，应对转运车辆及

相关工具等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焚烧法

适用对象 国家规定的染疫动物及其产

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屠宰前确

认的病害动物、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

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动物产品，以及其他应

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及动物产品。

技术工艺 直接焚烧法。1.可视情况对病

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进行破碎等预

处理。2.将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产品

或破碎产物，投至焚烧炉本体燃烧室，经充分

氧化、热解，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二次燃烧室

继续燃烧，产生的炉渣经出渣机排出。3.燃烧

室温度应≥850℃。燃烧所产生的烟气从最后

的助燃空气喷射口或燃烧器出口到换热面或

烟道冷风引射口之间的停留时间应≥2s。焚

烧炉出口烟气中氧含量应为 6%~10%（干

气）。4.二次燃烧室出口烟气经余热利用系

统、烟气净化系统处理，达到GB16297要求后

排放。5.焚烧炉渣与除尘设备收集的焚烧飞

灰应分别收集、贮存和运输。焚烧炉渣按一般

固体废物处理或作资源化利用；焚烧飞灰和其

他尾气净化装置收集的固体废物需按

GB5085.3要求作危险废物鉴定，如属于危险

废物，则按GB18484和GB18597要求处理。

炭化焚烧法。1.病死及病害动物和相关动物

产品投至热解炭化室，在无氧情况下经充分热

解，产生的热解烟气进入二次燃烧室继续燃烧，

产生的固体炭化物残渣经热解炭化室排出。2.

热解温度应≥600℃，二次燃烧室温度≥850℃，

焚烧后烟气在850℃以上停留时间≥2s。3.烟

气经过热解炭化室热能回收后，降至600℃左

右，经烟气净化系统处理，达到GB16297要求

后排放。 （此技术规范分两次刊发）1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足额发放夏粮收

购款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认真履行政策性

支农职能，积极筹措资金，及早制订收购

预案，及时掌握区域粮食生产量和收购资

金需求量；集中对辖内的粮食收购企业进

行了审核认定，同时对收购企业的实际仓

容进行了现场摸底，确保有仓存粮、有款

购粮，全力做好夏粮收购资金供应和服务

工作。截至目前，该行已发放夏粮收购资

金25520万元支持当地夏收工作。

（候吉华）

开展纪律作风整顿

为进一步加强纪律建设，新郑孟庄镇

党委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纪律作

风整顿活动。一是宣传发动，营造气氛。

二是各负其责，认真落实。三是责任倒

逼，从严查处。四是严格验收，务求实

效。 （朱利民）

沪陕高速豫皖收费站党支部慰问退

伍老红军

为纪念“七七事变”80周年，激发党员

干部的政治热情，培养员工吃苦耐劳的精

神，沪陕高速豫皖收费站党支部带领员工

走进周边村庄，慰问退伍老红军，仔细听

其讲述自身的军旅经历和体会，激发了广

大党员职工在工作上以军人的模范行为

为标杆，大力弘扬埋头实干的精神，严于

律己，建功立业。 （李远）

兴达路街道：志愿者助力清洁

为进一步做好“全城清洁”工作，改善

辖区村民居住、生活环境，近日，郑州市金

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协调多方资源，开

展垃圾清扫活动。在鸿宝路与鸿苑路口，

清扫队伍在此集合，不顾暑热，对道路两

旁草丛、树丛的杂物垃圾进行地毯式清

扫。此次活动，共清扫道路20余公里，清

运各类垃圾近20立方米。 （时伟丽）

中牟县工商质监局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

今年以来,中牟县工商质监局从三个

方面入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一是着力

优化政务环境，以注册登记工作为重点，

切实提高行政效能；二是着力优化服务环

境，结合精准扶贫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三是着力营造公正廉

洁的法治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切实规范

行政执法行为。 （李英献李建军）

郑州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开展专项整治严抓“双迎攻坚”工作

近期，城东路街道针对创建工作中容

易出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求各指挥部

深入开展集中整治活动，进一步提升辖区

环境卫生质量。一是开展楼院环境卫生

专项整治。二是开展“六小”专项整治。

三是开展市容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杨丹）

7月5日，汝南县供电公司积极部署，科学应

对，及时出台多项举措，确保大负荷期间电力安全、

可靠稳定运行。

一是加强协调，对35kV三桥变、沈庄变的主变

进行科学规划电网线路，解决电源瓶颈问题；二是确

定保居民、保重点单位、保工业园区的供电“三重

点”，加强10千伏和400伏线路的新建改造工程，全

面做好调相、调负工作，大力夯实配电网构架；三是加

强调度中心、变电站和电力故障抢修值班，加强线

路、设备巡视，积极开展高峰期间的负荷测试，掌握第

一手资料，促进电网经济、科学运行；四是做好客户走

访和沟通工作，广泛听取客户意见，满足客户需求；五

是加强电力抢修队伍管理，对抢修人员、车辆、物资实

行统一调配，大力开展零点施工、即时抢修，确保抢修

队伍随叫随到、抢修线路随抢随通；六是大力开展优

质服务讨论活动，深入班组广泛征求员工对做好迎峰

度夏保供电工作的好点子、好方法，确保迎峰度夏工

作任务完成和广大客户“清凉”度夏。（刘景彩王继华）

商丘 小鹌鹑“叨”出“大产业”
7月7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乡阮庄村女青年郭云兰在为饲养的鹌鹑添加饲料。今年，郭云兰在自家废闲地里建起一个占地400

平方米的鹌鹑饲养场，她采取立体笼养模式，饲养了6000只母鹌鹑。眼下，她这6000只母鹌鹑已进入产蛋期，每天销售鹌鹑蛋收入

可达300多元。 陈臣摄

汝南县供电公司
多举措保客户“清凉”度夏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2017年河南粮改饲项目
惠及范围广

我省饲料质量监督抽检
结果公布

“粪先生”注册成商标
羊屎蛋儿变成香饽饽

正阳县“90”后大学生
创业有窍门

成立“四大员”队伍 助力

“双迎攻坚”

“双迎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郑州二七区铭功路街道成

立由辖区群众、网格长、科室

人员、执法队员、巡防队员等

组成的“四大员”队伍，有序推

进各项整治，实现“双迎攻坚”

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惠峰）

义诊活动送健康 医疗保

障助脱贫

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深

入开展，降低贫困群众的医疗

支出，日前，汝南县第三人民

医院医疗组来到南余店乡李

楼、秧湖等村，按照上级扶贫

政策要求，兑现今年1月以来

贫困群众门诊就医提高20%

的报销费用，同时，免费为200

余贫困群众做了健康检查，真

正让群众得到实惠，有力助推

了医疗保障工作精准扶贫的

深入开展。

（李理刘庆伟）

多管齐下加强党员廉洁

教育

漯河市沙澧产业集聚区

党工委采取多种措施，筑牢党

员干部崇廉尚廉观念，不断夯

实反腐倡廉基础。采取组织

党员干部日常学习党规党纪、

观看廉政教育片、开展廉洁

从政交流座谈会等方式，夯

实廉洁从政思想基础；建立

健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规章制度，对制度落实加强

监督检查，实现全面有效的

约束；加强“后院”管理，形成

家庭促廉新风，引导干部家

属以德治家、以俭持家、以廉

保家，常敲廉政警钟，共筑拒

腐“防火墙”。 （王文朝）

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