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死猪变成腊肉上餐桌
去年湖南邵阳警方接到举报，有人在

民房里屠宰病死猪。经过 3 个多月的明察
暗访，警方从中发现重要线索。

一个叫危清海的男子， 行踪诡异，从
2008 年以来，就开始收购贩卖病死猪肉。

长期给危清海提供病死猪的猪贩子
有十几人，危吉星是其中之一。 危吉星卖
给危清海的病死猪一般两三百元一头。平
均下来每公斤不到 2 元。

危清海买来病死猪，经过屠宰、分割
去除内脏后， 每公斤猪肉的成本不过 5
元。 仅 2014 年 1 月到 7 月，危清海收购来
的病死猪就有 800 多头，涉案病死猪肉达
8000 余公斤。

专门从事腊肉加工和卤菜制作生意
的孙泽明是危清海的客户之一。孙泽明从
危清海手中购买病死猪肉，每公斤仅要 8
元，而这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

孙泽明承认，他加工出来的腊肉和卤
制品， 主要批发给周边菜市场的经营户，
最终由小商贩们卖给消费者。

张家界“湖南特产”竟有病死猪肉
除菜市场外，有时候一宗交易就高达

几十吨的病死猪肉还有“大买家”。
华兴肉类加工厂老板肖体均交代，他

从 2013 年开始就从危清海手里收购病死

猪肉。 倒卖病死猪肉赚取的差价虽然不
大，但由于自己的“下家”都是正规食品
生产企业，用货量非常大。

至此，这起特大制售病死猪肉案件的
利益链条逐渐清晰：

危吉星等人从养殖户手中，以每公斤
不超过 2 元的价格收来病死猪，以 4 元一
公斤转手倒卖给专门从事病死猪屠宰加
工的危清海。

危清海对病死猪屠宰分割后， 一部分
卖给孙明泽等腊肉和卤制品加工作坊，另
一部分卖给肖体均的华兴肉类加工厂。

肖体均购买到病死猪肉后，经过再次
分割，转卖给张家界的一些正规食品生产
企业。

最终，这些问题肉又被这些企业加工
包装成“湖南特产”腊肉香肠等，卖给前
往张家界旅游的游客。

补贴被截留 病死猪难做无害化处理
猪肉从生猪出栏到消费者餐桌，要经过

屠宰、运输、存储和销售等多个环节，每个环
节分别对应动物检疫、农业畜牧、商务等监
督管理部门，那么病死猪肉是如何从地下转
到地上，突破层层监管流入市场的呢？

2010 年我国发布了 《动物及其产品
无害化处理制度》，其中规定，当养殖场
的畜禽发生疫病死亡时， 必须坚持不杀

宰，不贩运，不买卖，不丢弃，不食用，进行
彻底无害化处理的“五不一处理”原则。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出台了补贴政
策：对进行了无公害处理的病死猪，每头
猪专项补贴 80 元至 800 元不等。 然而，在
一些地方，这一专项资金却经常被半途截
留，未能足额发放给养殖户。

无公害化专项补贴资金不到位，直接
影响了养殖户对病死猪做无公害化处理
的积极性，让从源头治理问题肉流向餐桌
的目标流于形式。

检疫人员玩忽职守 病死猪肉上市一
路无阻

调查还发现，在流通环节，动物检疫
人员玩忽职守，让病死猪肉进入市场的另
一道防线也形同虚设。 在邵阳警方查处的
这起案件中，一些动物检疫人员却只管收
费，滥开检疫票，甚至连病死猪肉也放行。

公安部治安局处长许成磊表示，公安
机关严厉打击病死猪犯罪，来应对当前高
发、多发、易发的势头很必要，但这只能是
治标。 要想治本，必须在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病死畜禽的社会保险、养殖、屠宰、检
验检疫，还有食品的生产加工中各个环节
加强日常监管， 并且做到各环节无缝对
接，有序衔接，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病死
猪流向餐桌。 据央视报道

公安部摧毁特大制售病死肉犯罪团伙
问题肉曾被包装成特产卖给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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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甘肃庄浪县朱店镇争取到易
地搬迁项目， 世代居住在干旱山区的该镇
郑山村村民将是项目的受益者。 9 年过去
了，现如今“新农村”里住的却是相邻的毛
柳村村民。 乔迁之后， 毛柳村村民还拥有
了一个新的户口本， 但户口本住址信息里
的“毛柳村”还是“郑山村”。

临时“易主”的移民搬迁项目
近期，有网帖称，近 10 年前的庄浪县朱

店镇移民搬迁项目存在猫腻， 本是为郑山
村村民申请， 而之后住进去的却是毛柳村
村民。 至今， 计划搬迁的郑山村有些村民
“一家四口人只有一间房一张床，眼看要倒
塌的小厨房连个放碗的柜子都没有。 ”

从庄浪县城驱车 10 分钟，记者看到路
边竖着一块写有“平凉市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的牌子。 打听得知，这里就是网帖中所
提到的移民搬迁项目安置点。

据介绍， 该项目国家投资 290.7 万元，
其中用于村民建房补贴户均 1 万元， 剩余
一百多万元用于巷道硬化和安置点绿化、
亮化等附属工程。 村民毛存喜说，按照当时

的房屋造价， 每户只需要拿出 3.9 万元到
4.2 万元，就能入住七十多平方米的新房。

而当初本应住在新房里的郑山村村
民，现在依旧分散居住在山上。只不过水泥
路面硬化到了每个社， 通社道路都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村民也都吃上了自来水。

地处山梁背后的郑山村五社是村里最
远的一个社。村民柳八斤眼有残疾，家里经
济拮据，前几年修起了三间砖瓦房。“我知
道当初搬迁的事， 但搬下去之后离自己的
地就远了，不太想搬。 ”同在五社的柳顺平
想法不一样， 这几年在外打工攒了一点积
蓄，虽然住着砖木结构的房子，但对于他来
讲，有机会还是想搬到山下去，“听说当时
没搬成是因为我们村一社的人不让我们用
他们的地建房，但一直没下文”。

“张冠李戴”为哪般？
时任庄浪县朱店镇党委书记的马发荣

告诉记者，依照甘肃省发改委批复的方案，
朱店镇的移民安置区将建在郑山村群众的
川区承包地上。 这些土地大多属于郑山村
一社，被征用后，置换的土地都在山上，且

与安置点距离较远。 因此在土地置换时，
遇到阻力。

“之前一社很多人也愿意搬迁， 但听
到其他几个社的村民都要搬到山下，就不
愿意了，感觉自己的地没理由被别人白修
房子。 ”时任郑山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吴代
说。

镇政府希望项目尽快落地， 而郑山村
村民却意见不一， 双方陷入胶着。 与此同
时， 听闻此事的邻村毛柳村村民杨接正带
着 10 个村民代表找到了马发荣，“既然郑
山村村民不要， 希望能将移民搬迁项目转
至毛柳村。 ”

考虑到毛柳村和郑山村条件类似，迫
切想让项目落地的朱店镇党委政府向县
上主管项目的相关部门做了汇报， 在获
得“原则同意”后，项目变更至毛柳村。
2006 年 12 月上旬，该项目在毛柳村破土
动工。

2008 年 5 月， 该项目竣工。 在项目总
结汇报时，当时包抓该项目的干部提出，竣
工验收时可能会查验户口本， 核实入住户

是否为项目规划安置户。之后，就出现了同
户人家两个户口本的闹剧。

“当时完全是为了应对项目验收。”马
发荣说， 随着其后包抓项目干部的调离，
“临时”户口本的事情也被遗忘。

庄浪：将依据调查结果追责
记者采访中，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

三级党委政府也开始介入调查此事。 根据
庄浪县委县政府提供的调查报告，“该项
目不存在截留、 挪用项目专项资金的问
题。 ”并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分清责任
主体，按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目前，庄浪县已经开始对近几年全县实
施的涉农项目和惠农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全
面清理，重点对移民搬迁、新农村建设、整
村推进等项目和退耕还林补助、 农村危房
改造等资金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自纠。

同时，庄浪县表示，将组织县上相关部
门和朱店镇，在郑山村召开群众代表会议，
听取群众意见， 尊重群众意愿， 积极争取
省、市项目和资金扶持，进一步改善他们的
生产生活条件。 据新华社 1 月 18 日电

计划搬 A 村结果却移了 B 村

甘肃一移民项目张冠李戴

温暖西宁 爱传人间
寒冷的冬天，当我们享受着清洁能源

天然气带来的温暖时，还有少数特困家庭
正在为无法获得足够的温暖而叹息！

西宁市总工会、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和西宁卓燃商贸有限公司现倾情
奉献“温暖西宁 爱传人间” 大型爱心公
益活动，由卓燃铁人志愿者服务队具体承
办，为特困群众送上一份爱心，尽力帮助
因经济困难而用不上天然气的家庭，同样
享受清洁能源带来的温暖，感受工会组织
的真切关怀，感受到西宁中油燃气人“员
工是亲人、客户是朋友”的理念，体现卓燃
铁人志愿者服务队“温暖心希望、传递正
能量”的宗旨。

一、征集对象
面向西宁市各区孤寡老人、 低保户、

下岗职工及贫困家庭公开征集爱心捐助
对象，具体要求如下：

（一）西宁市各社区低保户、困难家
庭，需有低保证及社区证明；

（二）西宁市各社区残疾或孤寡老人
困难家庭，需有相关残疾证明及社区开具
的贫困证明；

（三）西宁市各社区因病、因灾、因残
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经济特别困难
的家庭，需有社区开具的相关证明；

（四） 下岗失业职工或无正式职业、
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需社区相关证明。

二、征集条件
受助对象所在小区已接通天然气，预

留有锅炉安装位置并经燃气公司项目办
人员现场勘察符合接气条件。

三、征集户数：50户
四、征集时间
从本公益广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2月 28日
五、实施时间
2015年 3月 1日至 2015年底
六、联系方式
（一） 西宁市五四大街 19 号水务大

厦 1701室，联系电话：6108758
（二） 西宁市西关大街 31 号卓燃燃

气终端设备 4S 店二楼 ， 联系电话 ：
6338919

七、捐助方式
每户爱心捐赠价值 6000 元左右锅炉

一台，并免收燃气接口费 2600 元，合计每
户捐赠金额 8600 元， 50 户捐赠金额总计

430000元。
八、其它要求
（一）请申请捐助人员如实填写《卓

燃铁人爱心基金帮扶申请单》并提供身份
证、低保证、残疾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卓燃铁人志愿者服务队对所有
申请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实地调查与核实；

（三） 本次征集和捐助活动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确定资助对象
后，通过青海新闻网、《西海都市报》与西
宁中油燃气官方网站 “青藏燃气网”和
“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平台向社会进
行公示。

（四）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卓燃铁
人志愿者服务队所有。

卓燃铁人爱心基金征集 50 户特困家庭

去年以来，公安部从一起制售病死猪案件入手，部署指挥湖南、广西、河南等 11 省区
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特大制售病死猪犯罪团伙，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110 多名，案
值 1 亿多元。 这些病死猪肉来自哪里？ 又是怎样突破层层关卡，堂而皇之招摇上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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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
公安部部署指挥

湖南、广西、河南等
11 省区公安机关，成
功摧毁一个特大制
售 病 死 猪 犯 罪

网络。

查封使用病死
猪肉及废弃肉
品加工的“地
沟油”

查封扣押病死
猪肉及问题肉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