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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念东

12月5日，菏泽市畜牧兽医
局长张西民与各科室相关负责
人做客市长热线，针对畜牧业
新旧动能转换、畜禽污染治理、
畜产品质量安全和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等问题进行解答。齐鲁
晚报记者从现场获悉，2017年，
全市畜牧业在转型升级、产业
提升、生态建设、环境优化等方
面发展稳健，全市现代畜牧业
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
进程进一步加快，“趟出”绿色
畜牧业发展模式。

加快建设生态畜牧业
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

据市畜牧兽医局长张西民

介绍，该局加快推动全市现代
畜牧业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
型升级，做好“粮改饲”和农作
物秸秆过腹还田工作。2017年，
牡丹区、曹县、郓城县畜牧兽医
局申报2016年国家级“粮改饲”
示范县项目并获得立项，全市
全株玉米青贮突破50万吨。

在秸秆过腹还田方面，全
市畜禽规模养殖场青贮利用玉
米秸秆总量为200万吨，牛羊养
殖场户利用玉米秸秆、花生秧
等作物秸秆约270万吨，全市作
物秸秆利用率提高15%以上。
按照各县区制定的“三区”规
划，全市共划定禁养区1397个，
禁养区面积1199 . 7平方公里，

8月17日，全市关闭搬迁全
部完成，涉及养殖棚(舍)面积
196万平方米，各类畜禽44 . 6
万标准猪单位。

此外，该局以粪污集纳减
排和资源化利用为重点，推广
了一批新工艺、新技术、新模
式，目前全市基本形成了以种

养结合为主要方式，粪便固体
堆积发酵全量还田为主、粪污
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清洁回用为
重点的粪污处理利用模式。

把好畜产品质量关
保障餐桌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广大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而畜产品质量安
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做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该局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特别是“瘦肉
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药抗
菌药、养殖投入品违法添加、不
执行休药期等专项整治活动，
共计对全市2483家养殖场(户)、
75家屠宰场(户)，15家兽药生产
企业、64家饲料生产企业和276
家经营户进行了检查，并对发
现的19个突出问题依法进行处
置。二是加强日常监测，共抽检
样品1310批次，涉及瘦肉精、生

鲜乳、饲料、禽蛋、猪牛羊肉等，
抽检合格率达到99 .6%。

此外，以农业部、省、市三
级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为抓
手，严惩违法行为。2017年，共
立案查处14起案件，主要涉及
养殖场违规添加禁用药物案件
5起，饲料生产企业违规添加禁
用药物案件3起，兽药生产企业
生产不合格产品案件4起，经营
企业销售不合格产品案件2起，
吊销饲料生产企业一家。

推广农牧结合新模式
实现养殖污染“零排放”

菏泽市是农业大市，也是
畜牧大市，畜禽存出栏量大，粪
污产生量也大。张西民称，据测
算，全市存栏1017 . 4万标准猪
单位，年产粪便1417万吨，尿
607万吨，每亩耕地粪尿负荷
1 . 62吨。近年来，全市以生态
循环为工作目标，以促进种养
结合为主要模式，开展养殖废

弃物综合利用。
在优化养殖生态布局方

面。结合土地容纳能力，市畜牧
兽医局制定了菏泽畜牧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各县区均出台

“三区”划定方案。“三区”划定
方案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
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
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
域为重点，兼顾重要河流岸带、
重要湖库周边、主干道等。

“为做好禁养区内养殖关
闭搬迁工作，市政府办公室印
发了《菏泽市禁养区畜禽养殖
关闭搬迁攻坚方案》。”张西民
说，目前，已经关闭搬迁1597
家，完成比例达到100%。大力
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在全市
推广农牧结合新模式，积极推
广“畜禽粪污-沼气或发酵处
理—肥料-种植业”的一体化
粪肥利用模式，打通种养结合
的关键环节，促进循环利用。

菏泽市畜牧兽医局做客市长热线，为杜绝养殖污染

菏菏泽泽关关闭闭搬搬迁迁养养殖殖场场((户户))11559977家家

本报菏泽12月5日讯(记者
崔如坤) 5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牡丹区人民法院获悉，近
日，该院强制执行了一起债权
转让纠纷案件，将涉案房产强
制交付给申请执行人。

据了解，倪某某与张某某
因债权转移纠纷诉至牡丹区人
民院，原告倪某某要求被告张
某某偿还欠款。牡丹区人民法
院经审理查明后，支持了原告
倪某某的诉讼请求。

然而，法院判决生效后，被
告人张某某一直未履行生效判
决书约定的义务。原告倪某某
遂无奈向牡丹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对张某某
位于牡丹区沙土镇327国道北
侧的房产进行查封，经3次司法
拍卖后流拍。

按照法定程序，原告倪某
某接收该房产用于抵偿债务。
房产被抵偿后，被执行人张某
某一直占用该房产拒不搬出。

近日，牡丹区人民法院在

执行局局长吴钦带领下，出动
干警十余人、警车五辆，将该房
产强制移交给申请执行人。慑
于法律威严，在强制移交过程
中，被执行人家属终于答应于
两日内自行搬出该房产内剩余
物品。

据了解，牡丹区人民法院

以“雷霆行动”为契机，依法
采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以高
压态势全面依法惩戒、打击规
避、逃避、抗拒执行行为，不
断提高执行结案率和标的到
位率，全力破解“执行难”，切
实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以以房房抵抵债债，，房房主主拒拒不不搬搬出出
牡丹区法院强制执行1起债权转让纠纷案件

菏菏泽泽33单单位位入入围围

省省级级非非遗遗生生产产性性保保护护示示范范基基地地

本报菏泽12月5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近日，山东省
文化厅公示第三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推荐名单，菏泽有三家
单位入围。

菏泽入围第三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的分别是成武文润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刻瓷)、黄
河窑陶瓷博物馆有限公司
(黄泥古陶制作技艺)、山东
省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
司(曹县木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条例》和《关于推进我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
意见》，2017年年初，省文化
厅部署开展了第三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申报工作。经推荐申
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委员
会评审等程序，济南腾达纺
织品有限公司(济南钩绣)等
37个单位被推荐为第三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并面向社会进
行20个工作日的公示期。

被执行人家属在执行笔录上签字。

本报菏泽12月5日讯(记者
周千清) 日前，菏泽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菏泽
市8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
条件、进货查验结果、生产过程
控制等进行了日常监督飞行检
查，有两家企业未发现问题项
目，其余几家各有不同问题。

日前，菏泽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
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
办法》、《2017年全市生产环节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等规
定，对菏泽市8家食品生产企业
的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结

果、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结
果等进行了日常监督飞行检
查。现场检查结果已公示。

山东乡土缘食品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4项，分别为生产车间
地面有积水；更衣设施不能满
足生产需要；生产车间通风不
畅，无排气设施；原料库与生产
车间存在交叉污染现象。

山东银香大地乳业有限公
司发现问题2项，分别为生产车
间地面有原料存放；虫害防护
不完善，有虫害现象。定陶区甲
益淀粉制品有限公司发现问题
4项，分别为生产车间地面有原
料存放；更衣室没有正常使用；

生产车间与原料库存在交叉污
染现象；部分留样记录缺失。

菏泽牡丹城酒业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5项，分别为生产车间
部分墙面有霉变；更衣室无更
衣橱柜；进货查验记录缺失；灌
装车间与洗瓶车间存在交叉污
染现象；产品留样不符合留样
要求。

山东孔子酒业有限公司发
现问题1项，防鼠设施不完善。
菏泽生力源酒业有限公司发现
问题3项，分别为防鼠装置缺
失；洗瓶车间、灌装车间和外包
间存在交叉污染现象；未按规
定留存样品。

菏菏泽泽88家家食食品品生生产产企企业业
接接受受日日常常监监督督飞飞行行检检查查

本报菏泽12月5日讯(记
者 李德领) 为切实加强
冬季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工
作，坚决杜绝各类事故的发
生，5日，齐鲁晚报记者从菏
泽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获
悉，根据《菏泽市文化市场安
全生产工作方案》要求，该局
积极开展冬季文化市场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行动。

据悉，执法局对市区的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进行了一
次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检
查过程中，积极协调和协助
公安消防部门，加大对文化
市场经营场所的日常消防安
全检查力度，特别是加大了

对网吧、歌舞娱乐、电子游艺
场所等重点部位的重点监
控，全面提高文化市场消防
安全水平。

同时，全面落实文化市
场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明确各经营单位消防
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督促
严格执行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并制定应急疏散预案、
灭火预案，适时组织演练，
提高灭火扑救的能力。完善
安全生产责任承诺制，通过
承诺，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

菏菏泽泽开开展展冬冬季季文文化化市市场场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专专项项检检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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