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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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不会传染人

安心
非洲猪瘟病毒不会

感染除了猪以外的任何
动物，不是人兽共患病，
该病毒不会感染人。

正规渠道购买的猪肉可放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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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
省猪肉从养殖场到市场流通环节经过层层检疫，肉制品检验合
格后才会最终推向市场。

放心
非洲猪瘟不传染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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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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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积极开展猪肉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检查
为做好非洲猪瘟疫病防控工作,确保辖区猪

肉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积极组织开展猪肉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洋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力量深

入农贸市场、超市、学校食堂、冻库、餐饮服

务单位等猪肉经营销售单位进行专项检查。在

食品销售环节重点检查市场销售的猪肉有无

“两证两章”和索证索票，严禁采购经营无合法

来源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猪肉；在餐饮环节加强

猪肉索证索票和台帐记录监管，建立餐厨垃圾

流向台账。在检查中发现个别餐饮服务单位，

猪肉摊位索票索证不规范，执法人员责令相关

单位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已出动检查人数10人次，检查

农贸市场4家次，超市1家次，学校食堂32家

次，冻库2家次，餐饮服务单位90余家次，未

发现销售和使用病死猪肉。下一步，洋浦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辖区内猪肉及其制

品的日常监管，切实规范猪肉市场经营行为，

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林壮海)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27日12时-4月2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2

11

10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23

2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定城4月28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海南日报记者4
月28日从定安县政府办公室获悉，
为及时、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该县制定了《定安
县防控非洲猪瘟应急预案》，通过成
立定安县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
部，指导各部门做好生猪养殖、销售

和流通等环节的监管工作，并在全
县设置30个卡站，24小时做好拦截
排查工作，严防外地生猪流入，并要
求对所有外来车辆进行消毒。

根据《应急预案》，定安特别成立
专家组、封锁消毒组、市场监管组和
疫情监督组等8个非洲猪瘟防控应
急工作组以及3个督导组开展督导

工作，以强化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协
调和指导，并全面加强生猪养殖、宰
杀、销售和流通等环节的监管工作。

据了解，目前定安加强对各大
规模化养殖厂的防控，在厂外设置
隔离带，要求所有农户将散养的生
猪全部圈养，此外增派人员负责野
外巡护，做好野猪的监测、林业场所

动物疫情排查处置工作，按规定对
野猪疑似病例采样送检。同时，该
县加强科普宣传，针对养殖户以及
广大消费者的疑虑和关切，及时答
疑解惑。

此外，定安将加强对邮件的检
查，禁止猪肉及其产品未经检疫合
格进入寄递渠道。

定安成立8个非洲猪瘟防控应急工作组以及3个督导组

重点加强生猪养殖宰杀等环节监管

第129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日播出

聚焦洋浦就业脱贫工作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陈卓斌）“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据悉，4月29日20时播出的第129期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聚焦洋浦经济开发区
就业脱贫工作，讲述洋浦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和就
业指导，引导群众就近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实现
长效脱贫的务实举措。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期电视夜校中，洋浦
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局长、打赢脱贫攻坚指挥
部副指挥长李东山将登上讲台，为大家讲述主题
为“全面激发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就业脱贫”的精
彩课程。洋浦当地的扶贫一线干部和困难群众也
将登台，讲述个人的脱贫好故事、好经验。

据悉，该节目还将于4月29日20时30分在
三沙卫视、5月5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视
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全部节目内容。

本报三亚4月28日电（记者林
诗婷）出门在外如何实现放心游？海
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三亚市旅文局获
悉，该市聚焦市民游客关心的旅游热
点、难点及痛点问题，借助物联网和大
数据等技术手段，创新打造三亚放心
游消费市场监管平台，实现旅游消费
数据的实时采集和联网监管，为游客
提供旅游出行中的消费诚信保障，也
为全国旅游市场监管提供了积极探索
和实践。

去年，三亚接待国内外游客2242.6
万人次，同比增长11%；旅游总收入
514.7亿元，同比增长17%。然而，随着

三亚旅游产业高速增长，市场监管和消
费投诉问题日益突出，“旅游投诉难”

“海鲜价格不透明”“旅游市场监管混
乱”等旅游消费问题一度成为城市旅游
产业快速发展中的痛点、难点。

旅游市场监管涉及到产品价
格、产品品质、销售环节等方方面
面，涉旅商家囊括了海鲜广场、海鲜
排档、水果市场、农贸市场、普通餐饮
等不同形态，如何才能进行有效、有
力、及时的监管？“针对旅游市场存在
的热点、难点问题，三亚以旅游商户
的诚信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物联网和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依托，创新模式
打造三亚放心游消费市场监管平台，
自动采集消费经营行为和行政信息
等数据。”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

说，该平台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信息化技术，连接起政府、商户、
消费者，将旅游消费场所涉及到的电
子秤、收银机、电子点单等前端交易
系统数据实时收集，让消费信息可追
溯、可留痕，便于对海量消费数据进
行分析、判断，实现旅游市场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全覆盖。

4月25日晚，三亚火车头万人海
鲜广场内人头攒动，位于广场内的海
鲜市场的醒目位置，挂着电子显示屏，
当日鱼、虾、蟹等各类品种海鲜销售价
格和政府限价一目了然，为前来选购
海鲜的市民游客提供了有效参考。

“旅游消费实现实时联网监管，如
果销售摊位的海鲜价格超标，会立即
启动飘红告警。”该海鲜市场摊位销售

人员王惠说，这有效杜绝了称重作弊
情况发生，规范了商户经营行为。

除了借助信息化技术实现“线上
监管”，三亚涉旅部门还探索联合执法
模式，加强“线下监管”力度。“若平台
监测到飘红告警等异常情况，会自动
生成工单派发给联合执法系统，实现

‘联合执法、一查到底’。”三亚市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该平台参
与到旅游市场监管行动中，实现全民监
督。“通过手机扫描购物小票上的二维
码，消费产品、价格等信息一目了然，旅
游消费更透明、商户经营行为更诚信、
消费者投诉渠道更畅通，来三亚旅游更
放心、安心了。”郑州游客田力说。

依托信息化技术，提升旅游监管力

度，换来的是三亚市民游客满意、舒心
的笑脸。数据显示，该监管平台自
2017年9月启动建设至今，已完成13
家大型海鲜广场、203家星级海鲜排档
的监管全覆盖，累计接入220个经营场
所、372个商户、523个设备，累计实现
上传数据72.7万笔，生成监管预警389
次、警告17次，处理飘红工单386次，预
警处置率接近100%，为市民游客提供
了放心消费的有力保障。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下
一步，三亚放心游消费市场监管平台将
结合该市旅游市场监管需求，逐步扩大
监管范围，覆盖旅游消费的全部场所，通
过创新信用监管、综合监管、综合执法和
公众服务等举措，提升旅游市场监管服
务能力，让管理更智慧、更高效、更全面。

三亚打造放心游旅游监管平台，多举措提升旅游监管力度

旅游市场更“纯净”游玩三亚更舒心
关注三亚制度创新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

树菇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生态大米

「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哈

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农

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

头地瓜

「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

咖啡

「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新鲜牛肉

累计销售

量（件）

8464

8431

7417

5233

4522

4238

3736

3564

2402

2102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

统计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4月27日16时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第十七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农垦
澄迈
陵水
海口
白沙
定安
乐东
临高
万宁
保亭

金额（元）
6051893.34
4867686.78
4478682.84
3321587.92
2433365.74
2328853.79
2223283.94
1923105.21
1076910.81
1059882.85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5期榜单出炉

海南农垦揽得销量冠军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丽娜）4月28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5
期销量排行榜和订单排行榜公布，截至27日16
时，海南农垦、澄迈、陵水继续占据销量排行榜前
三名的位置。在订单排行榜上，陵水本号镇电商
扶贫中心的茶树菇、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生态大米、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哈密瓜，分别位列订单排行榜上前三名。

本期订单排行榜发生不小变化。澄迈沙土甘
薯地瓜合作社的扶贫产品桥头地瓜、澄迈慧牛种
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鲜牛肉、海垦大丰咖啡产
业集团的母山咖啡系列产品首次挤进前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防护
镜、手套，套上胶鞋踩进盛满消毒水
的水盆……4月28日14时，在海口
市秀英区永兴镇儒林村一养殖场路
口，来自海口市的防疫员吴多忠、蔡
永春全副武装后，走进了疫点。

根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4
月21日发布的信息，海口市秀英区
一养殖户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儒林
村内一养殖场被确定为疫点，由疫
点向外延伸3公里的区域划定为疫
区，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10公里划
定为受威胁区。

沿着撒满石灰粉的村道，海南
日报记者跟随吴多忠、蔡永春走进
了养殖场。

“这些天，我们严格按照要求，
每天都要来消毒4到5次。”吴多忠
将消毒液按照1比100的比例倒入
水桶中，充分搅拌后，举起水枪开始
对养殖场进行消毒。

猪栏边、猪圈里、猪棚上，包括猪
舍的石头缝里，全都被吴多忠和蔡永
春的消毒水枪“照顾”到了。吴多忠
说：“永兴是羊山地区，猪圈多用石头
垒成。石头缝是最容易藏纳病毒的
地方，更要多花时间仔细消毒。”

烈日下，举着消毒水枪“鏖战”，
不到半个小时，两人防护服内的衣
服早已湿透，汗水也顺着鬓角往下
淌。“防护服不透气，每次消毒就像
蒸桑拿！”蔡永春说。

2007年，蔡永春和吴多忠同时

被聘为永兴镇的防疫员，这10多天
是他们记忆中工作最忙碌的时候。
排查疫情、采样、全面消毒、撒石灰、
扑杀、无害化处理……从早上8时
到22时，每项工作都安排得十分紧
凑。“最辛苦的是发现疫情后开展扑
杀的那两天，全场250多头猪都要
进行无害化处理。我们都是通宵
干，直接吃住在设为临时指挥部的
儒林小学。”吴多忠说。

15时30分，消毒完毕，两人又
骑上电动车，带着镇、村干部下到养
殖户家，挨家挨户进行生猪调查统
计，协调养殖户签署补贴协议。罗
经村委会美目村养殖户王诗博一共
养了6头猪，每头都超过200斤。

“你的猪经检测发现已经感染

非洲猪瘟，按照规定，我们必须杀掉
掩埋，一头猪补贴1200元。”吴多忠
说。经过简短沟通后，王诗博在协
议上签字、按手印，“损失不算太大，
可以接受。”

17时，蔡永春和吴多忠又被村
干部的电话叫回了疫点。大家讨论
说，接下来要联系挖机，将猪粪掏
出，用塑料布盖上，放在太阳下暴
晒，以进行消毒。此外，还要将猪棚
进行拆除、焚烧。

吴多忠说，防疫员的工作就是
“一脚屎来一脚泥，要除病殃灭瘟
王”，这些都是工作职责所在。“希望
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打赢这场这场非
洲猪瘟防控战役，让疫情逐渐能得到
控制，将养殖户的损失降到最低。”

海口永兴镇防疫员连日奋战防控疫情

每天消毒四五次 吃住就在指挥部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十七期）

第二十五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揭晓
28人2集体获奖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
王玉洁 彭青林 实习生钟南 李
婷）海南日报记者4月 28日从共
青团海南省委获悉，团省委、省青
年联合会决定授予于丽娜等 28
人第二十五届“海南青年五四奖
章”，授予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
台团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
频道《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组
第二十五届“海南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

团省委、省青联号召全省广大青
年以这些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理想
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
矢志艰苦奋斗，争当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时代先锋，积极投身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于丽娜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处主任科员石乐光
■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卢子怡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付杰
■儋州市那大中心学校教师刘海柳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水环处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阮明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娜
■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少玉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运行处隔离经理吴成军
■海南大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奇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引
■海南省消防总队海口支队秀英区大队大队长陈小能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讲师、海口市友善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理事长陈丹
■乐东白井绿农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乐东佛罗镇白
井村委会协商会会长林日云
■琼海大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瑞斌
■中国银行陵水支行副行长金科
■海南莺歌海盐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莺歌海镇乡村
振兴驻镇工作队长兼镇委副书记周建伟
■海南省健康城市健康乡村促进会理事长袁廿一
■三亚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康复治疗师郭邦荣
■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红星
■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政策法规
处副处长郭凯平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凉山支队西昌大队三中队二班

副班长（陵水本号镇人）唐博英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检察员
黄筱帆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区运营
经理崔坤玄
■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缉毒支队副支队长
（情报支队负责人）韩诚定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人事政工督审处政工
科主任科员兼副科长曾婕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汽油加氢工
艺工程师蔡建崇
■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委会委员、团支部书记,
三亚汇智社会工作服务社社长黎子豪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团队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组海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海口双层观光巴士
将推出多项优惠活动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徐家启 张磊）海口首条纯
电动双层旅游观光巴士试运营一个月
以来，上座率起伏不定。4月2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海
口公交集团拟在近期推出优惠乘车、
免费换乘、微信转发送票等推广活动。

经海口公交集团评估分析，周末
和节假日双层旅游观光巴士客流较
为集中，工作日较为平淡。针对该现
象，海口公交集团拟于近期持续推出
优惠乘车活动，在5折乘车优惠的基
础上，拟推出单人体验票5元、家庭
套餐票10元（限定3人），均为单日
票，一票制。另外，海口公交集团还
计划推出免费换乘服务和微信点赞
送票活动。届时，市民持观光1号线
车票可在有效期内免费换乘其他公
交线路，关注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并
转发观光1号线推介信息至朋友圈、
转发达到定额点赞数也可领取免费
体验票。

万宁发布“五一”
精品旅游路线

本报万城4月28日电（记者袁
宇）“五一”假期将至，万宁市旅文局4
月28日发布“五一”精品旅游路线和
优惠信息，方便市民及游客假期出游。

据介绍，本省居民在“五一”期间
前往万宁市兴隆热带植物园游玩，凭
有效身份证件可享门票30元/人，县
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获得者，凭证书
及有效身份证件免景区门票、电瓶车
票入园参观。5月1日至5月4日，游
客前往万宁兴隆巴厘村游玩，凭海南
身份证可享门票8元/人，其中身高
1.4米（含）以下儿童、70周岁以上老
年人、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残
疾人（凭有效证件）均可享受免门票
入园参观。

此外，万宁市还发布一批“五一”
精品旅游线路，包括缤纷活力体验之
旅、多彩文化感受之旅、乡遇万宁亲
子之旅3个主题。其中缤纷活力体
验之旅主打登山、祈福、赏花、冲浪、
兴隆温泉、游艇出海游玩、体验拉网
捕鱼、沙滩捉蟹、篝火晚会、沙滩烧
烤、滨海观光、骑行等；多彩文化感受
之旅主打万宁多彩文化、咖啡、读书
乐趣等；乡遇万宁亲子之旅主打糯米
粑制作、赏花、采摘、划皮艇、垂钓等
亲子娱乐项目。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