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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
学党史祭英烈传承红色基因打造

生态环保铁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深入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扎实推进

“以案促改”，全面打造生态环保铁军形

象，近日，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组

织党员干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暨“以案

促改”专题教育活动。

据了解，专题教育活动分别在西华

县“豫东特委”旧址“三岗”革命根据地之

一的陵头岗村普理小学和新四军杜岗

会师纪念馆举行。陵头岗村普理小学校

长侯红坡为该局全体党员干部讲解了豫

东特委领导的三岗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

斗争历史。在胡晓初烈士墓碑前，该局

全体党员干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在杜

岗会师纪念馆，该局党组书记李红旗和

参加教育活动的全体人员在一块块展板

前深情驻足，认真聆听管理员的讲解，接

受革命洗礼。面对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该局全体党员干部举起右拳，重温入

党誓词，他们庄严宣誓，铿锵有力，决心

用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

一年一度清明时，正是英魂追思

日。在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举行这次

学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活动，通过接受革

命教育，净化了思想，该局全体党员干部

表示，将以先烈为榜样扎实工作，深入推

进“以案促改”，提升生态环境铁军形象，

用实际行动呵护碧水蓝天，建设美好家

园。（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贾合军）

打造扶贫产品消费新模式
鹤壁市山城区积极探索推进线上

线下运行、多轨运转、多轮驱动的消费扶

贫新模式。围绕“引带、帮促、融哺”六字

方针，投资500万元打造全省第一家消

费扶贫服务中心，完成3个扶贫产品专

区建设和16个扶贫专柜安装，搭建扶贫

产品销售平台，实行“基地+贫困户+服

务中心”联结机制，销售农副产品320万

元。目前，消费扶贫服务中心带动11家

产业扶贫基地、65户脱贫户农产品入

驻。此消费扶贫模式在省《脱贫攻坚动

态》专期刊发，并荣获“河南省消费扶贫

示范社会组织”荣誉称号。（张乔伟）

政策宣传助力创业梦
为提高社区居民就业创业的积极

性，3月25日，郑州市北林路街道社区

治理办公室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

普及就业创业政策和相关知识，点燃了

辖区群众就业创业的激情。（单瑞平）

发展乡村旅游 巩固脱贫成果
鹤壁市山城区坚持全域旅游发展

战略，先后投入资金1.5亿元，着力打造

“石林会议旧址”、鹤鸣湖旅游景区和桃

花谷民宿一体化项目，建设了挺进广场、

军事会议纪念馆和服务中心等综合配

套设施，年接待游客80余万人次，提供

就业岗位150个，带动210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打造鹤

鸣湖桃花谷旅游产业，不断完善景区基

础配套设施，形成了集“观光旅游+生态

采摘+桃源民宿”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休

闲区，实现了鹤鸣湖、桃花谷等景点旅游

与特色种植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周边群

众500余人致富增收。 （张乔伟）

鹤壁市鹤山区构建“三专一平台”

建设，拓宽消费扶贫新路径，成立消费

扶贫行动重大专项指挥部，对全区消

费扶贫工作进行组织领导和统筹协

调，充分发挥现有8个消费扶贫专柜、

1个专馆、1个专区和“扶贫832”销售

平台的作用，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

要求，积极推广本地名特优农产品，拓

宽了全区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解决了

农特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同时也为消

费者带来便利与实惠，各帮扶单位积

极利用假期，帮助所分包脱贫户销售

特色农产品，还把消费扶贫馆销售额

的1%作为帮扶救助基金用于农村低

收入家庭的帮扶。截至目前，通过农

购网、消费扶贫专馆等购买渠道，共销

售扶贫农产品184万元，帮助脱贫群

众增收致富。 （李光宇）

活猪调运是引发疫病在全国大范围

传播的重要因素。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以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改变传统生

猪调运方式，鼓励生猪就地屠宰，实现养

殖屠宰配套，产销顺畅衔接。

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非

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提出，2020年

在北部区和东部区推进分区防控，从

2021年4月1日起，将逐步限制活猪调

运，除种猪、仔猪外，其他活猪原则上不出

大区，出大区的活猪必须按规定抽检合格

后，经指定路线“点对点”调运。

农业农村部设定了4月1日起逐步限

制活猪调运的时间节点，而这亦将成为国

内生猪调运形式的转折点。对此，业内人

士认为，“北肉南运”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限制活猪调运是动物疫病分
区防控需求

2019年年初，根据非洲猪瘟防控需

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和海南等

中南六省（区）开展了分区防控试点工作，

重点是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推进“调

猪”向“运肉”转变。

从国际上看，对动物疫病实行区域化

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和疫病防控最基本

的经验，特别是成功根除非洲猪瘟疫情的

国家，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分区防控。

根据农业农村部官方消息，今年3月

份，因违规调运生猪，已经接连4次报告

非洲猪瘟疫情。生猪调运的确加速了非

洲猪瘟疫情传播，因此，在当前阶段实施

分区防控、加强调运监管是有效防控非洲

猪瘟的必然选择，也是保护生猪生产的客

观要求。

“调猪”转为“调肉”对产业格
局的影响

之所以会出现生猪调运，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

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北方是粮食主产区，

生猪产能集中在北方，然而消费市场集

中在南方，再加上国人的传统消费习惯

为热鲜肉，于是就出现了“北猪南运”的

现状。

分析师冯永辉表示，当前国内以生猪

调运为主，比例占到70%~80%。未来的

发展趋势，肯定是调肉的比例会高一些，

但这是一个过程，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要实现从“调猪”向“调肉”的转变，那么与

“南猪北养”配套的就是屠宰加工产能向

北方转移。

冯永辉称，过去屠宰企业大部分都在

销区布局，现在已经有部分屠宰企业开始

行动往产区布局。由于屠宰企业重新布

局的投入非常大，对屠宰企业来说，是一

个巨大挑战，也就意味着这个转变的时间

会很长，新投建的屠宰场可能会考虑向产

区布局，但已有的在销区布局的屠宰场很

难转变。

刘永好认为，从“调猪”到“调肉”这种

调运形式的转变，对屠宰加工企业和冷链

物流企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如何

继续满足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让调运到消

费市场的肉，还能继续保持新鲜。

限制活猪调运对猪市的影响

长期形成的“北猪南运”的经营格

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方的生猪价格

就是整个生猪市场价格的一张“晴雨

表”，尤其是东北、华北地区的生猪价格，

都是依靠外调而盘活了整个养猪市场。

限制活猪调运后，北方低价生猪调入南

方的难度大幅增加，南方生猪的供应量

就会减少，或将迎来行情反弹，南北猪价

差距或将拉大。另外，猪肉调运需要冷

链运输，其运输成本要比生猪调运高，那

么南方猪肉价格也会比正常情况要贵一

些。

但最终决定猪肉价格的还是供需关

系，虽然限制活猪调运会对局部地区的

猪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就全国而言，

猪肉价格的大体格局不会发生本质变

化。 （本报综合）

“以前在工地上干泥工，一年下来也

挣不了多少钱，现在我在家搞养殖，过上

了好日子，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从

过去的一贫如洗到过上幸福生活，宁陵县

张弓镇小吕集村村民蔡金民发展养鸽，一

跃成为宁陵脱贫致富的榜样。

3月26日，笔者走进蔡金民的养鸽大

棚，只见一排排鸽笼整齐摆放着，上千只

鸽子在笼里“咕咕”地鸣叫，蔡金民夫妇正

忙着给鸽子们添加饲料。“我这一棚养了

1000多对鸽子，一年收益不低于10万

元。”蔡金民乐呵呵地介绍。

今年59岁的蔡金民是小吕集村蔡庄

自然村人，爱人黄艳霞从小患上小儿麻痹

症，行动不便，全靠蔡金民一人外出打工

挣钱。2015年，蔡金民双腿疼痛难忍，被

诊断为大腿骨刺和膝关节滑膜炎，医生要

求他长期在家养病。“当时感觉天好像塌

了一样，唯一的经济来源没有了，还要月

月花钱看病买药，我家一下子陷入了困

境。”黄艳霞讲起当年的艰难，眼泪都要掉

下来了。

村“两委”干部得知蔡金民家的情况

后，将他家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干部

蔡胜献与他结成帮扶对子，落实最低生活

保障、残疾人生活补贴等“红利”政策。

“我自己长着一双手，我不能只是一

味‘等靠要’，我要靠辛勤劳动来脱贫致

富。”好强的蔡金民渴望早日摘掉“穷帽

子”，正巧村东头的养殖大棚要转让，蔡金

民决定租来搞肉鸽养殖。大棚租赁需要

钱，购买种鸽也需要钱，帮扶人蔡胜献了

解情况后，帮助申请扶贫贷款。就这样，

2016年年底，蔡金民贷款3万元养起了肉

鸽。

在四年多的养鸽过程中，蔡金民摸索

出一套成熟的养殖技术，效益不断提升。

在鸽子品种上，蔡金民除了养殖白羽

王肉鸽外，2018年他又新进了“红卡农”

观赏鸽，在市场上价格不菲。“我不但卖乳

鸽和鸽蛋，还向养鸽爱好者销售观赏鸽，

我卖最贵的一对种鸽卖了1500元。”蔡金

民说。 蔡金民的鸽子不愁卖，有直接上

门收购的，还有在网络平台推销的。

蔡金民靠着勤劳的双手，迎来了脱贫

后的新生活。他夫妇俩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目光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

憬。（闫占廷）

本报讯 3月29日，农业农村部举行

新闻发布会，决定今年开始将水产养殖

用投入品规范使用作为“亮剑”行动的重

要内容，要求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连续三

年专项整治，加快恢复规范使用水产养

殖用投入品良好秩序，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消费养殖水产品“舌尖上的安全”，保

护水域生态环境。

据介绍，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

重要因素就是水产养殖用投入品，包

括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这些产品

的生产、经营和使用行为的监管，关系

到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环

境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以及执法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

担责尽职，周密制订方案，明确职责分

工，加强部门协作，强化教育培训和执法

检查，严查大案要案，做到查处一件、教

育一片、震慑一方。同时畅通举报渠道，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构建职责部门

严打严管、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整治格

局，让大家吃到“放心鱼”。 （龙新）

构建“三专一平台”建设 拓宽消费扶贫新路径

三月好运不断，
河南彩民接连收获7注双色球大奖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宁陵农民蔡金民 养鸽奔向新生活

将连续三年开展水产养殖用
投入品专项整治

活猪调运本月起将逐步限制

“北肉南运”或成趋势

三月，河南彩民迎来又一波中奖“高

峰”，自3月14日双色球第2021021期

开始，接连中出7注双色球一等奖，大奖

得主陆续现身前来领取大奖，再现中奖

福地。

从河南福彩获悉，近期这7注双色

球大奖分别为：第2021026期，出自商

丘市虞城县乔集乡41640278投注站，

采用复式投注，奖金 509 万元；第

2021027期，出自郑州市管城区文德路

鼎文街东41010760投注站，单式2倍投

注，共揽奖金1068万元；第2021029期，

出自商丘市夏邑县41640756投注站，

复式投注，奖金580万元；第2021030

期，出自安阳市安阳县41058020投注

站 ，胆 拖 投 注 ，奖 金 885 万 元 ；第

2021030期，出自信阳市息县41650508

投注站，复式投注，奖金902万元；第

2021032 期 ，出 自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41140158投注站，单式投注，奖金697

万元。

3月17日，开奖后第一天，郑州大奖

得主李先生（化姓）便来到省福彩中心兑

奖，现场分享购彩经历。李先生购买双

色球已有几年的时间，也算是一位老彩

民，虽然每次购彩的金额不多，但他却有

自己的购彩方式和习惯。“坚持自己选

号，或者机选改号，这样有参与感，中奖

了也有成就感。”李先生说，他每次购彩

很看“心情”，感觉好了，就完全的自选号

码投注，买一份希望；如果没有灵感了，

他就先机选号码，然后进行更改。“这次

中奖的号码，是我自己选的，感觉很不

错。”

开奖后没多久，安阳大奖得主现身

领奖。“没想到，刚合买没几期就中奖啦，

太不可思议了。”据介绍，这个885万元

大奖为5人合买所中。由于都是年轻

人，脾气合得来，闲暇时都喜欢研究彩

票，于是众人便商议了“合买计划”，用他

们的话说就是“在一起图个开心”。然

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刚合买了5

期，就中奖了，还是885万元大奖。“太幸

运了，会理性使用奖金。”

截止到发稿前夕，除第 2021030

期，信阳902万元大奖得主之外，其他大

奖得主相继领奖。福彩中心郑重提醒大

家：请妥善保管彩票，及时兑奖。（豫福）

近日，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养猪

场非洲猪瘟变异株监测技术指南》。该

指南是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为指

导养猪场做好非洲猪瘟监测工作，及时

发现非洲猪瘟病毒特别是变异株感染

情况，提升非洲猪瘟防控能力，特意制定

的。

非洲猪瘟变异株包括基因缺失株、

自然变异株、自然弱毒株等，与2018年

传入的非洲猪瘟毒株相比，该类毒株的

基因组序列、致病力等发生明显变化。

生猪感染该类毒株后，潜伏期延长，临床

表现轻微，后期可出现关节肿胀、皮肤出

血型坏死灶，感染母猪产仔性能下降、死

淘率增高，出现流产死胎/木乃伊胎等。

与传统的流行毒株相比，生猪感染该类

毒株后排毒滴度低、间歇性排毒，难以早

期发现。

监测方法
（一）加强临床巡视
时刻关注猪场各个环节猪只异常

情况，想方设法提升饲养人员责任心，一

旦发现猪只出现嗜睡、轻触不起、采食量

减少，发热、皮肤发红、关节肿胀/坏死、

咳喘、腹式呼吸，育肥猪死淘率增高，母

猪流产或出现死胎/木乃伊胎等可疑临

床表现时，应第一时间采样检测。

（二）改进主动监测
每周对猪群进行病原和抗体检

测。在猪群进行疫苗接种、转群、去势，

或母猪分娩后，应进行采样检测。猪场

出现风险暴露或周边猪场出现感染时，

按需进行采样检测。

（三）抽样策略
对可疑猪的同舍和关联舍猪群，采

集深部咽拭子和抗凝血，进行病原检测，

必要时采集血清进行抗体检测。对可

疑猪及临近猪接触的地面、栏杆，以及舍

内人员接触的物品等，采集环境样品进

行病原检测。病原检测如果混检，建议

混样数量不超过5个；抗体检测不得混

样。

（四）样品选择
对可疑猪，按检出概率高低排序，

依次采集深部咽拭子、淋巴结（微创采

集）、前腔静脉抗凝血（EDTA）或尾根

血、口鼻拭子。

对分娩母猪，应采集脐带血、胎衣；

对死胎和流产胎儿，应采集淋巴结、脾脏

等组织样品。

对病死猪，优选采集部位为淋巴

结、脾脏、骨髓和肺脏。

血清样本，按常规方法制备。

检测方法
（一）病原检测方法
采用非洲猪瘟病毒（P72/CD2v/

MGF）三重荧光PCR方法检测核酸，详

见“农办牧〔2020〕39号”附件《非洲猪瘟

病毒流行株与基因缺失株鉴别检测规

范》。必要时可测序鉴别。

（二）抗体检测方法
采用间接ELISA、阻断ELISA等方

法检测抗体水平，详见《非洲猪瘟诊断技

术》（GB/T18648）。（据农业农村部）

养猪场非洲猪瘟变异株
监测技术指南发布

3月28日，内黄县张龙乡东石盘村驻村第一书记杨道叶（右）正在牛棚帮助脱贫户邵现章喂肉牛。在杨道叶的帮扶下，邵现章

发展起大棚种植和肉牛养殖，如今已成为村里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翟书生桑海兵摄

肉牛养殖走富路

我省养猪地图“出炉”
驻马店、周口、南阳位列前三

近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

布了“河南版养猪地图”。该图中显示，

无论是生猪存栏量，还是出栏量，2020

年年末驻马店的数据都独占鳌头，在省

辖市中排名第一，其中存栏606.56万头，

出栏687.3万头。周口、南阳则分别位列

第二、第三。

据了解，驻马店、周口、南阳在养猪方

面有天然优势，大型养猪企业乐于在驻马

店、周口、南阳投资建场。比如牧原的猪

场主要集中在南阳和周口，河南龙凤山农

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在驻马店。

近年来，我省生猪存栏、出栏在全国

排名一直名列前茅。我省不仅生猪存

栏、出栏数量多，培育的明星企业也多，

根据河南省养猪行业协会2018年资料，

知名企业包括：河南省诸美种猪育种集

团有限公司、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省新大牧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黄泛区

鑫欣牧业有限公司等。作为河南最大的

养猪企业，牧原 2017 年生猪出栏量

723.7 万头（包括仔猪），占河南出栏量

10%左右。伴随着养猪业的规模化程度

越来越高，中小散户越来越少，家庭猪场

和龙头企业必将成为河南养殖市场的主

力军。 (王新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