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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傅
人意）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我省部
分市县出现非洲猪瘟疫情，不少海南
群众选择暂时不买、不吃猪肉及其制
品。对此，农业专家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非洲猪瘟只传猪不传
人，不是人兽共患病，消费者只要从
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屠宰场宰杀的生
猪肉，均可放心食用。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周汉林介绍，
非洲猪瘟最早发现于1921年的肯尼
亚，直到20世纪中期后传入欧洲，

2007年在全球多个国家扩散流行。
2018年传入我国。非洲猪瘟是由非
洲猪瘟病毒感染引起的猪的一种急
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其
强毒株对生猪致病率高，致死率可达
100%。但是非洲猪瘟是一整段的大
型DNA病毒，不容易经过突变演变
为跨物种传染，也就是说非洲猪瘟病
毒不会感染除了猪以外的任何动物，
鸡鸭牛羊不会感染非洲猪瘟病毒，人
更不会。此外，非洲猪瘟病毒不耐
热，56℃蒸煮70分钟，60℃蒸煮20
分钟以上即可杀死病毒。

对于非洲猪瘟的主要传播途径，
周汉林表示，一是猪和猪之间互相传
播，即生病猪和健康猪之间传染。二
是饲料传染。有的养殖户（场）给猪
喂食泔水，或带有病毒的餐厨剩余
物，或有的饲料里面含有带病毒的猪
蛋白粉，一旦消毒不严格就会传染。
三是运输车辆和人引起的接触性传
染。有的车辆从疫区里运输生猪，车
辆或人沾染有病菌的生猪粪便就会
发生传染。

对于有消费者担心食用了潜伏
着非洲猪瘟病毒的生猪肉，宁愿不买

不吃，周汉林说，疫情爆发后，动物检
疫部门加强非洲猪瘟病毒检疫，生猪
一旦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即便处于潜
伏期也能被检测出阳性，检疫显示阴
性的则意味着尚未被感染。并且非
洲猪瘟是不传染人的，只要到正规渠
道购买猪肉，经过高温消毒，完全可
以放心食用。

海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
凤阳也表示，非洲猪瘟传猪不传人，
不是人兽共患病。目前我省农业部
门对已发现的非洲猪瘟病例及时扑
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在隔离检疫

工作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应对，同时采
取了科学合理的措施进行非洲猪瘟
疫情的防控。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博士曹宗喜介绍，我省猪肉从
养殖场到市场流通环节经过层层检
疫，农业部门要求养殖场首先要具
备动物防疫合格证，在饲养环节做
好动物疫病的防控，在屠宰场经过
检疫部门检疫，肉制品检验合格后
才会最终推向市场，“因此，只要是
正规超市、集贸市场销售的猪肉是
可以放心食用的。”

专家：非洲猪瘟传猪不传人

正规渠道猪肉可以放心吃

本报海口 4月 25日讯 （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林俊汝 吴春娃）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
今年以来，海南岛有10个市县出现
了3天至19天 35℃以上的高温天
气，大部分市县比常年偏多了4天
至9天。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目
前东方、澄迈、屯昌呈现为重度气象
干旱状态。根据旱情演变情况，我
省已在6个市县成功实施了人工增
雨作业。预计5月1日起高温天气

将开始缓解。
据监测，今年以来，主要高温

过程有3次，分别出现在3月20日
至 22日、4月 8日至 14日、4月 17
日至今三个时段。其中 4月下旬
以来，临高、澄迈、儋州、白沙4个
市县的37℃以上连续高温日数均
突破当地4月连续日数最长纪录，
4 月 20 日临高的最高气温达到
41℃，突破当地4月历史极值。

截至4月24日，东方、澄迈、屯

昌为重度气象干旱，临高、海口、昌
江为中旱，文昌、三亚、陵水为轻
旱，其余市县处于无气象干旱状
态。与4月20日相比，屯昌由中旱
变为重旱，昌江由轻旱变为中旱，
陵水由无旱变为轻旱。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4月26日
至30日，全岛晴热少雨，西北半部地
区高温持续；5月1日起，受弱冷空
气影响，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高温天气开始缓解。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万宁全面开展
消毒扑杀工作
禁止生猪出入疫区

本报万城4月25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小静）4月25日，万宁市
召开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会议，部署
下一阶段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万宁正对全部发病猪及受影
响的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在疫区
及受威胁区开展消毒、扑杀工作。

目前，万宁已成立市非洲猪瘟
防控应急指挥部，并自4月18日起
在全市范围内限制或禁止生猪调
运，在市内各交通要道路口设立临
时检查消毒站，禁止生猪出入，对
进出疫区的人员、车辆进行严格检
查消毒。

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为
有效应对突发疫情，规范应急处置，
万宁制定了《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
置指南》（试行），进一步明确疑似疫
情处置程序和确诊疫情处置程序。
按照非洲猪瘟防控要求划定了疫点
疫区及威胁区，在疫情较为严重的
核心点、旅游公路点等地设置卡口
检查站。

据介绍，万宁将在各乡镇发动
民兵预备役队员、卫生防疫队、乡村
振兴工作队、村“两委”干部以及屠
宰场工作人员组成生猪扑杀队伍，
对疫点3公里范围内的猪及受威胁
区内带病菌的猪和散户养殖的猪实
行全面扑杀。按照生猪扑杀补贴规
定，受威胁区的散养户自己申请扑
杀生猪可获补贴，而使用泔水养猪
和政府发现后才扑杀的散养户将无
法获得补贴。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相关部
门获悉，为扎实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
控工作，海口市第一时间成立了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防控非
洲猪瘟Ⅰ级应急响应，并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进行部
署，要求严格落实责任、严防死守，全
力抓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社会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到位。

根据部署，海口对发现疫情的养

猪场，按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封锁、扑
杀、消毒、无害化处理。全市设置临
时检查消毒站 61个，其中秀英 16
个、龙华10个、琼山6个、美兰26个、
桂林洋开发区3个。安排防疫员24
小时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消毒。各
区按属地原则，对辖区内的猪场、屠
宰场进行排查，及时采样送检，对泔
水、运输车辆、野猪三大环节严防死
守，切断传播途径。

为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宣传工作，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专门印发了《防非
洲猪瘟“六不、六要”》宣传单，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生猪养殖户及市民传
授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知识。

海口还对做好“菜篮子”保供稳价
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做好猪肉调运保
障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防控
和检疫措施，对符合生产规定的猪场，
要及时恢复生产。海口市菜篮子集团
将在旗下网点及农贸市场售卖“放心
肉”，以促进猪肉价格平稳有序。

海口全力防控非洲猪瘟

设61个临时检查消毒站 保猪肉供应稳定

儋州开展
非洲猪瘟防疫工作

4月25日，在儋州市和庆
镇美万村防疫点，工作人员对
出入车辆进行消毒，积极防控
非洲猪瘟疫情。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我省高温天气预计5月1日起缓解

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五指山以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得到缓解，全岛最高气温29℃～32℃。

4月26日至30日

全岛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西北半部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海口、临高、澄迈、定安、屯昌、东方、昌

江、白沙、儋州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在 36℃～39℃，其中28日至30
日局地可达40℃；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32℃～35℃。

5月1日至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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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
◀上接A01版

增强互联互通能力
国际空海航线各74条、邮轮航线14条

海南积极推进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凤凰机场三
期改扩建，博鳌机场建成运营，加密和新开国际航
线，进一步夯实了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互联互通基础。

2018年，全省共执飞境外航线74条，全年新开
境外航线26条，恢复境外航线6条，加密境外航线3
条。以海口港、洋浦港为重点，大力推进港口资源
整合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辟国际海运航线，拓
展到74条。2018年12月，洋浦港中远海运“海南
—东盟（新加坡）”班轮航线首航，启动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新支点建设。推动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邮轮旅游城市联盟”，开辟邮轮航线14条。

提升贸易与投资合作水平
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项目近110个

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额占比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2018年，海南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额达666.1亿元、605.9亿元、
504亿元、317亿元、319亿元，分别占同期全省外贸进
出口总额的68.3%、69.8%、67.3%、45.1%、37.6%。

自2018年4月以来，全省外贸规模持续扩大，
进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
2018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50个
百分点以上。免税品贸易、租赁贸易、保税物流贸
易等新兴贸易占比逐年增加。

海南对外投资走在全国前列。2017年我省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4.55亿美元，全国排名第8；
2018年达33.87亿美元，全国排名第6。

近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持续升
温。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新增对外投资项目
约170个（含新设、并购、增资），实际非金融类对外
投资109.77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投资项目近110个，占全部对外投资项目的
64.7%。海南航空、洲际油气、海南农垦等重点企业
积极开展海外并购，扩大了旅游、制造业、农业、海
洋等多领域产业与技术合作。

推进金融合作与开放
省内金融机构开立各类FT主账户3700多户

近年来，我省先后推动汇丰银行、富邦华一银
行、开泰银行、永丰银行、彰化银行等6家外资银行在
海南设立分支机构，积极与新加坡淡马锡、德国安联
保险集团、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多家境外机构洽谈
合作，推动与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开展合作。

海南积极推动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通过贸易融资支持我省企业走出去，在
政策措施、产品创新、信贷扶持等方面给予“一带一
路”项目充分支持。

2018年底，海南FT账户体系正式上线。截至
目前，省内金融机构共开立各类FT主账户3700多
户，子账户达1.3万多户。

人文交流亮点突出
不断提升海南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依托博鳌亚洲论坛，海南策划和实施了“中国东
盟省市长对话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
论坛”等政治外交分论坛、经贸招商、旅游推介、特色
文化展示等系列海南主题活动70多场次。开展泛南
海公共外交，成功举办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南海主题分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

2018年，海南成功举办外交部海南全球推介活
动，拓展了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机会，
提升了海南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成功举办“一带
一路”媒体合作论坛、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我省高校与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453所高
校、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成功开展“中国
海南·柬埔寨光明行”义诊活动和对斯里兰卡“点对
点”专项工作。

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海南成功举办了第15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等大型
侨务交流活动。

面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新的历史机遇，海南将发挥区位、平台、资源和
政策等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聚焦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务实开展合作，加
快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
放门户。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