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蓝的天空下，一排排整齐的

猪舍里，墙上装着换气扇，地面干

净整洁，猪在房舍内觅食、饮水、散

步，悠闲地活动着。近日，记者走

进三门峡市陕州区河南大地牧业，

看到一个别样的场景。

“我们通过技术革新，由原来

的一条龙生产模式变革为专养母

猪，通过提供更健康的仔猪为合作

农户带来更直观的经济效益。”河

南大地牧业总经理马晓介绍说，大

地牧业现已建起了沼气池、沼液

池、暂存池、过滤池等，通过后期生

化处理，将沼液和粪渣还田，循环

利用，有效解决了粪便污染问题，

让青山绿水更美。

如今，在陕州区，像大地牧

业这样建设大型沼气工程的养

殖公司还有田原牧业、程宇牧

业等。据了解，畜牧业是陕州区

的传统产业，也是陕州区农村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了促进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该区坚持以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为工

作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发

展生态养殖，实现变废为宝、减

少污染、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

一是企业从源头上控制，科学划

定禁养区、适养区、限养区，充分

发挥区域优势，形成规模效应。

二是公司整合项目，加快畜禽养

殖废物处理设施标准化改造，提

高养殖场的标准化建设和改

造。三是厂区强化粪污处理技

术推广，因地制宜地采用污水减

量、厌氧发酵、粪便堆肥等技术，

确保使用效果。四是重点以农牧

结合生态循环利用为纽带，因地

制宜，积极探索畜禽养殖污染防

控机制。

良好的环境吸引了一大批龙

头养殖企业投资落户，带动了全

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天

顺牧业生猪养殖项目全年生产商

品猪8万头，实现产值1.5亿元。

天谷农场现存栏奶牛1500头，年

收入2134万元。河南田原牧业

8万头养猪场项目年出栏生猪2

万头以上，年产值达 3000 万

元。程宇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年

产鲜奶 2250 吨，年产值 900 万

元，带动周边125家农户发展奶

牛养殖。（通讯员 郝国超 王绍刚

肖伟本报记者刘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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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通报2017年第七批假兽药查处结果
河南捣毁
线上经营假兽药的“黑窝点”

政务资讯

8

县市动态

三门峡市陕州区

生态养殖促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夏邑县

全面强化兽药市场安全监管

近日，农业部发布通知，通报了今年第

七批假兽药查处结果。通知指出，在近期兽

药监督抽检过程中，辽宁省兽药饲料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等6个省级检验机构经

抽样确认，发现了25批假兽药相关信息。其

中，非法兽药生产企业1家，涉及假兽药1批；

合法兽药生产企业确认非本企业生产的涉嫌

假兽药24批（名单附后）。

通知要求，各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严

格按照兽药违法行为从重处罚规定（农业部

公告第2071号）和以下要求组织查处：对非

法兽药生产企业，要立案排查，依法打击造

假窝点和经销渠道；对非法生产兽药生产企

业生产的假兽药名单所列的假兽药，要立案

查处，依法组织清缴销毁，并对兽药经营单

位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要加强假兽药来

源的追溯和排查，依法打击造假窝点和经销

渠道；对合法兽药生产企业确认非本企业生

产的涉嫌假兽药，要迅速组织核查，依法从

重处罚。

（本报记者孙高成）

涉及1家非法兽药企业和25批假兽药

合法兽药生产企业确认非本企业生产的涉嫌假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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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柴胡注射液

呋塞米注射液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扶正解毒散

恩诺沙星注射液

催情散

氟苯尼考注射液

黄连解毒散

乙酰甲喹注射液

乳酸环丙沙星可溶性粉

恩诺沙星注射液

四味穿心莲散

伊维菌素注射液

甲磺酸达氟沙星溶液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黄连解毒散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白术散

乙酰甲喹注射液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柴胡注射液

硫酸新霉素溶液

注射用青霉素钾

河北大山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芮城县红宝兽药有限责任公司

芮城县维尔富兽药有限公司

安徽安丰堂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卫星中兽药有限公司

江西鸿图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科达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火红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济南海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市理邦制药有限公司

开封联昌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安进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富多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广西健龙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广西北流市神龙兽药厂

广西南宁康立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万鑫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全龙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精尖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湟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德润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永生和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骊祥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凌海市大凌河街小张兽药经销处

第一师六团韩欣兽药店

第四师六十一团汇丰兽药店

第十四师皮山农场平安兽药店

郫县宏康兽药有限公司

成都协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辽阳县唐马镇益群兽药店

开原市老城街超越兽药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金安兽药店

开原市荣国兽药店

第十四师二二四团枸杞红养殖合作社

凌海市大凌河街小张兽药经销处

昌黎县源牧兽药店

开原市利民兽药经销处

第四师六十七团兽医站兽药店

第五师九十团桥头兽药店

城关兽药店

张海兽药饲料店

台安县大张信誉兽药店

简阳市简城镇美好新特兽药经营部

贵德县希望养殖专业合作社兽药饲料经营部

第五师八十三团畜禽服务部

第四师六十七团利安兽药店

第三师疆南牧业技术咨询服务部

20160618

160412

20160602

20160108

20151017

20160602

20160602

20151201

20160607

20160615

20160601

16030801

20160603

20160408

20160313

151201

20160607

20151201

80100601

160601

161201

160602

20151201

20160701

辽宁中心

兵团所

兵团所

兵团所

四川所

四川所

辽宁中心

辽宁中心

辽宁中心

辽宁中心

兵团所

辽宁中心

河北所

辽宁中心

兵团所

兵团所

广西所

辽宁中心

辽宁中心

四川所

青海所

兵团所

兵团所

兵团所

非法兽药生产企业生产的假兽药
序号 计划类别 产品名称 商品名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 批号 抽样单位

1 国家 驱虫净 浙江华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芬苯达唑粉 开原市利民兽药经销处 20151107 辽宁中心

标称浙江省的企业（1家）：浙江华康动物

保健品有限公司，地址：浙江金华市宾虹西路

360 号 ，联 系 电 话 ：0574- 56775569，

18858082331，网址：www.zjhkdb.com。

非法兽药生产企业

/

/

/

/

/

/

/

/

/

/

/

/

/

/

/

强效阿莫西林

/

/

/

/

/

/

/

/

近日，河南省畜牧兽医执法部

门联合当地公安部门查办了线上

经营假兽药案，有力打击了线上违

法行为，有效净化了兽药市场环境。

2016年 9月，群众来信举报

其在三泰牧业、百牧达兽药批发

商城、牧博兽药饲料、惠民鼎诚

动保批发等 4 家淘宝网店购买

到了假兽药。河南省畜牧局对

此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成立专案组，多次召开案件

研讨会分析案情，采取有针对性

的措施。

经网上核查和实地调查，被

举报的4家淘宝网店分别由两个

团伙经营，其中一个所售绝大部

分兽药产品为非产自标称生产

企业的假兽药；另一个所售兽药

产品标称企业均为未经批准，无

兽药生产和经营许可证等资质

的“黑窝点”。历经10个月的侦

查，河南省畜牧兽医执法总队联

合当地公安机关捣毁了制假窝

点。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当地公

安机关侦办，现已抓获犯罪嫌疑

人员7人，其余嫌疑人正在实施

抓 捕 中 ，初 查 涉 案 金 额 共 计

1176.24万元。

通过此次案件的查处，河南省

初步探索出查处线上非法经营兽

药案件的经验，摸索出一套线上兽

药打假新模式。一是网上搜集经

营兽药信息，表观鉴别兽药产品真

伪。二是兽药执法机构与网络交

易平台、标称企业等多方核实涉案

网店相关信息。三是固定证据，获

取发货地址。四是通过摸排走访、

隐蔽蹲守、跟踪盯梢、伪装暗访等

手段摸清窝点位置、生产发货规

律、车辆和人员等情况，最终锁定

目标。

（据农业部网）

为提高兽药市场监管水平，

今年以来，夏邑县畜牧局采取措

施积极行动，切实加强兽药市场

安全监管。

夏邑县畜牧局对辖区内的兽

药经营单位和畜禽养殖场进行全

面排查，及时更新完善台账信息，

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人、监管范围

和监管要求。重点检查兽药经营

单位的经营资质、进货渠道、购销

台账建立情况，以及畜禽养殖企业

的兽药使用流程、用药记录等，对

发现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处理。

定期对兽药经营人员、养殖企业负

责人及技术人员进行用药安全知

识培训，提高他们的安全用药意

识。积极引导兽药经营单位和畜

禽养殖户建立正规稳定的药品供

销渠道，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推销假

劣药物等行为，杜绝违禁药物的经

营使用行为。

截至目前，夏邑县畜牧局已

累计发放宣传资料、告知书2800

余份，举办培训班7场次，培训人

员700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60

余辆次，执法人员600余人次，监

督检查被监管企业、养殖场500余

家次。 （夏牧）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切实加强干部监督

管理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党支部深入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新思想新要求，

确保党要管党不留死角、从严治党没有盲

区，整体提升全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该支行党支部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试行）》，加强对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遵守纪律、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的

监督。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强对党

员干部八小时外的监督，切实把严管与厚

爱统一起来。 (侯吉华)

新蔡县供电公司：三项举措强化安全

生产管理

近日，新蔡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传达

贯彻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

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落实公司年中工作会议，全力抓好下半

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该公司针对部分员工安全意识不强，

安全技能不高，标准化作业现场安全措施

没有形成常态化，安全生产激励机制作用

发挥不够，违章行为屡禁不止，配网改造任

务重、周期长，施工建设多依赖于分包队

伍，安全风险增大等问题，要求公司系统把

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将安全作为不可逾越

的“生命线”和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一

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要大力弘扬“严、

细、深、实”的作风，重心下移、深入现场、靠

前指挥、到岗到位，坚决防范安全工作中领

导高高在上、制度束之高阁、基层高枕无忧

的“三高”倾向。突出抓好作业风险管控，

强化组织、技术措施，严格外包队伍和施工

过程管理。二要筑牢电网安全基础。加强

规划和前期工作，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和精

准扶贫工作，高质量滚动修编“十三五”配

电网规划，提高前期管理水平，着力破解项

目落地难，统筹电网发展。全面推进配电

网建设与改造，严把工程建设管理各个环

节，确保“安全、质量、进度、效果、廉政”同

步。三要加大技术支撑保障。全面夯实安

全生产基础，强化安全员安全意识，实现标

准化作业场和安全稽查全覆盖，健全各级

人员安全履责考核机制，深化安全文化落

地工程，提升全员安全基础技能，推广新技

术、新装备的应用，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开

展设备周期管理，加大老旧线路设备改造

力度，完善分包队伍引进、退出机制，持续

确保公司安全稳定局面，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葛军宋磊）

廉政集体约谈促主体责任落实

近日，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街道办

事处纪工委书记司马玉玺对办事处14名

部门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针对各部门工

作的廉政风险、执法风险及相应防范措施

等进行沟通、督促和提醒，把监督责任落到

实处。

（李少伟）

“最近天气热，要勤为獭兔添水，必要

时还要为獭兔进行适当降温……”8月7

日，在宝丰县周庄镇余东村，今年43岁的

养殖大户刘延召正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苏

冬春讲解獭兔养殖技术。

今年70岁的苏冬春年轻时腰部受过

伤、做过手术，不能干重活，一家三口人，72

岁的老伴儿和一个45岁的智障儿子。“獭

兔、兔笼都是延召免费送的，人家还经常到

俺家传授养殖技术、回收獭兔，这孩子可是

不赖，俺家的生活也有奔头了。”苏冬春一

边向兔笼里添加青草一边说，以前全家收

入靠种地，也没有其他收入，现在不用出

门，在家养兔子就有收入了。

据了解，刘延召2011年成立镕源养殖

合作社，进行獭兔养殖。一直以来，他采取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养殖，辐射带动周边

10多个养殖大户和150多个家庭养殖户

进行獭兔养殖。他还流转土地360亩，采

取循环种养模式，兔粪加工发酵后还田，农

作物秸秆饲养獭兔。为让养殖户扩大规

模，他投资10多万元建起了100多平方米

的冷库，用于储存生鲜獭兔。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刘延召积极投身其中，从今年

3月份开始，免费为该村及周边村庄的52

户残疾人家庭和6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提

供种兔、养殖技术和养殖设备等，帮助他们

改善生活状况。

目前，刘延召已为贫困家庭发放种兔

300余只，并签订保护价回收合同，到出栏

时进行回收，按市场行情和市场需求量，预

计年底贫困户能够收入2500元到6000元

不等。

“都是乡里乡亲的，为他们提供一些致

富门路，看到他们脱贫了，咱脸上也有光

彩。”刘延召说。

8月16日，平顶山市湛河区玉鑫肉牛养殖场场长贾丙方在喂牛。2010年，一直在外打工的曹镇乡苏庄村村民贾丙方，在湛河区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回村建起了占地12亩的肉牛养殖场，开始养殖肉牛，同时配套建设了秸秆青贮池和牲畜粪便、污水无害化处理设

施。目前，该养殖场年出栏肉牛100余头，年消耗农作物秸秆1000多吨，年纯收入30万元左右。养殖场共安排4名贫困家庭成员常年

在场里帮工，使这几个家庭实现了脱贫致富。 王毛生摄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8月29日上
午10时在郑州市地德街16号对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博颂路38号院9号楼5层15号的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8月25日前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壹万元）。8月26～27
日进行展示；咨询电话：0371-67934668，工商
监督电话：68863590。

河南求实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拍卖公告

特色养殖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