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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反馈吉林省
农业调查总队数据， 截至6月
底， 全省生猪饲养量1484.7万
头，同比下降13.3%。 其中：存栏
743.5万头，同比下降17.9%，全
国下降32.2%，我省下降幅度低
于全国 14.3个百分点； 出栏
741.2万头， 同比下降8.2%；能
繁母猪存栏81.3万头，同比下降
21.2%，全国下降31.9%，我省下
降幅度低于全国10.7个百分点。

综合分析， 造成生猪产能
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自去年8
月3日以来，全国31个省份、104
个地区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153起。 我省发生3起家猪非洲
猪瘟疫情， 受生猪禁止调运和
消费需求减少影响， 致使饲养
量下降。 据测算，受非洲猪瘟疫
情影响， 全省生猪饲养量减少

126.1万头。二是受价格影响。今
年1月份， 我省生猪价格降至
2006年以来的新低点， 平均每
公斤7.4元，出栏1头110公斤育
肥猪平均亏损570元，小规模散
养户加速退出， 大企业被迫调
整产能， 致使产能下降。 据测
算，受价格影响，全省生猪饲养
量减少68万头。 三是受禁养和
限养影响。 2018年以来，我省共
拆除禁养限养区内生猪规模养
殖场780个， 生猪饲养量减少
33.5万头。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开
展落实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
自检和官方兽医派驻制度百日
行动的通知》要求，全省136家

“三证”齐全的生猪屠宰企业全
部具备非洲猪瘟自检能力，停
产整顿企业133家，派驻官方兽
医977人。 2019年，省级投入资

金1.5亿元， 重点支持生猪产业
发展； 省财政新增资金3000万
元，支持“吉农牧贷”业务开展，
累计投放生猪产业贷款1.62亿
元。 1-8月份，全省共调出生猪
29.1万头，调出生猪产品14.9万
吨， 折合调出生猪199.74万头，
为保障全国生猪市场供应做出
了吉林贡献。 7月23日，在农业
农村部召开的全国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视频会议上， 我省就防
控非洲猪瘟疫情和稳定生猪生
产情况作了经验介绍， 得到国
家农业农村部的充分肯定。

近期，按照省委、省政府安
排和部署，省畜牧局会同发改、
财政等15个部门共同印发了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十四项措
施的通知》，主要包括：强化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 压实属地责
任、 部门监管责任和养殖场

（户）主体责任。 加强餐厨废弃
物全链条监管， 强化边境疫情
防堵，严格生猪产地检疫、调运
监管和屠宰检疫。 强化全省免
疫无口蹄疫区运行管理。

强化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加快引进优良种猪和能繁母
猪，增加后备母猪存栏量，保护
生猪产能。 从今年8月初到明年
底， 对全省备案种猪场从省外
引进的种猪每头给予500元补
助；从国外引进的原种猪，按引
进种源资金的50%给予补助，
每户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强化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扩大“无抗养殖”试点范围。 鼓
励省级以上生猪产业化龙头企
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完善仓
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逐步
实现从活体生猪跨省调运向生
猪产品调出转变。 支持生猪企

业开展品牌创建， 促进生猪产
业转型升级。 强化政策扶持，利
用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
金，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落实国
家生猪贷款贴息政策， 并将符
合条件的种猪场、 规模猪场用
于新建、 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
金纳入贴息范围。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既要
提升“产出来”的标准，又要完
善“管出来”的途径和办法。 加
快推进“拱e拱”生猪可追溯系
统建设，全程记录养殖、屠宰、
流通等环节信息。 强化生猪价
格监测预警。 健全生猪市场信
息发布制度， 及时发布价格指
数、市场供需平衡情况，引导生
猪生产， 保证生猪及其产品有
效供给。

/记者 高羽 实习生 王心彤
报道

保证产品供应 稳定市场价格
我省出台稳定生猪生产14项措施

中秋佳节将至， 很多人都
纷纷计划着小长假出游。 不过
还有一个欢度节日且十分有意
义的方式———享受趣味十足的
科普大餐。 2019年全国科普日
暨吉林省第十七届科普周活动
将于9月14日-15日在吉林省科
技馆举办主题为“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活”的主场活动，内容
共有8项。 本报抢先为各位读者
“剧透”一下，现场好看、好的项
目绝对让你挑花眼， 不仅全部
免费开放， 还有机会收获小礼
品呢！

今年全国科普日暨吉林省
第十七届科普周期间， 吉林省
科协于9月14-15日在吉林省科
技馆（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永顺路1666号） 举办
主题为“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
活” 的主场活动，8个大项的活
动老少皆宜，适合全家一起来，
边玩边学科普知识。

1. 吉林省首届科普摄影大
赛作品展

亮点： 高空摄影照片震撼
登场

本届摄影大赛作品展精选
了254幅优秀作品，大到来自长
光卫星“吉林1号”的高空摄影
作品， 小到显微镜下的“微小
美”， 用镜头来展示科学之美，
绝对会让你对“摄影作品”有了
全新的理解。

2.《数字信息科学技术知识
干部读本》赠书仪式

亮点： 仪式前的表演错过
将遗憾一年

为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
普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科学技术知识， 提高我省广
大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对数字吉林建设的认知度和参
与、组织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 努力开创吉林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省科协组织省
级学会和相关企业专家编写了
《数字信息科学技术知识干部
读本》。 9月14日上午9:30在省

科技馆一楼大厅举行发放仪
式， 邀请科普日主办单位的相
关负责人为各科学素质纲要成
员单位赠书。 在举办仪式前，有
机器人表演和小型无人机飞行
表演，十分精彩，不可错过！

3. 科技成果展示和科学知
识宣传活动

亮点：带你体验智慧生活
省科协将组织省通信学

会、省人工智能学会、省机器人
学会、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省
气象学会、 省卫生健康信息中
心、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吉
视传媒、 同方知网等相关学会
和单位开展航天科技、 人工智
能、5G技术、工业互联网等科技
成果展示和科普宣传。 围绕着
智慧生活， 让你了解“数字吉
林”。

4. 吉林省科协大讲堂科普
报告会

亮点：5G科普知识揭秘
9月14日上午10:30在省科

技馆5楼会议室，吉林省科协大

讲堂科普报告会将邀请专家，
面向青少年、 社会群众作有关
人工智能、5G技术方面的科普
报告。

5. 院士专家现场进行科技
咨询与展品科普知识讲解

亮点： 带着你的问题来请
教院士

9月14日在省科技馆各楼
层展厅， 将有一群神秘嘉宾现
身， 他们就是省科协特意邀请
的院士专家， 将在现场与青少
年、社会群众开展互动活动，现
场开展科技咨询， 解答观众疑
问，对展品进行科普知识讲解。
院士们亲自提供科技志愿服
务， 欢迎广大青少年带着问题
而来，踊跃向院士专家发问。

6.科技体验互动活动
亮点： 大型无人机表演帮

你刷爆朋友圈
9月14日，在省科技馆室外

大平台上， 将有很多丰富多彩
的科普宣传活动， 包括中国科
学院长春分院科学小实验活

动，青少年航模表演、大型无人
机表演，省科技馆科普大篷车，
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车、训
练弹及便携式自动气象站，测
绘科技等。 建议提前抵达现场，
大型无人机表演会十分震撼，
拍段小视频绝对会帮你刷爆朋
友圈。

7.科普影片展映活动
亮点：免费体验高科技
9月14-15日， 省科技馆球

幕影院、 飞行影院、4D影院、梦
幻剧场同时对社会公众免费开
放。 自主译制球幕影片《地外生
命搜寻记》首映，自主制作全息
影片《科科带你漫游太阳系》首
映，“光影科学梦” 科学家电影
巡映，球幕影院电影展映。

8.科普宣传品发放活动
亮点：集印章得免费好礼
结合科技馆开展的主题教

育“集齐印章”活动和科普中国
APP推广， 设置多个科普宣传
品发放处， 免费向社会公众发
放。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2019年全国科普日暨吉林省第十七届科普周活动14日启幕

给你“剧透”一场中秋科普大餐

最近一段时间，猪肉价格连续上涨，猪肉供应问题被广泛关注。昨天上午，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保证生猪产品供应 稳定生猪市场价格新闻发布会，吉林省畜牧局、吉林省交通运输
厅、吉林省发改委相关领导就我省生猪产业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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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早， 参加吉林省
大学生“红色旅游行·筑梦之
旅”“抗战烽火铭记线”的 150
名大学生来到陈翰章烈士陵
园。 在陈翰章烈士纪念碑前，同
学们向陈翰章烈士默哀， 敬献
了花篮， 三鞠躬表达对陈翰章
烈士的哀思和崇敬之情。

参观了陈翰章烈士纪念
馆， 了解了陈翰章将军从青年
教师到民族英雄的光荣事迹，
重温了陈翰章将军为人民争取
自由， 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壮烈
人生。

陈翰章将军墓位于敦化市
翰章乡翰章村南 200 米处。 烈
士墓为封土墓， 墓前立着一座
高 5.5 米的石碑，正面刻着“东

北抗日联军英雄陈翰章将军之
墓，四周被树木环抱。 翰章乡政
府于 1983 年 7 月在将军墓地
建立了一座 8 米高， 底座呈五
角形的纪念塔。

随后， 同学们来到位于敦
化寒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走
进文化展览馆， 同学们跟随讲
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深入了
解了抗联时期东北地区涌现出
的无数革命英雄的事迹。 杨靖
宇、陈翰章、王泰德等抗日将领
都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 一
幅幅展板、一件件实物、一张张
旧照， 把大家思绪带回到不平
凡的艰苦岁月。

敦化寒葱岭红色旅游观光
区位于敦化市西南沿 201 国道

45公里处，这里不仅景色优美，
还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国防教育基地。 寒葱岭有着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东北抗
联抗战时期在这里曾发生过著
名的“寒葱岭伏击战”，有东北
抗联密营遗址。

红色之旅是一次心灵的革
命洗礼。 此次“红色之旅”，使学
生们接受了一次生动具体的爱
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学生们不仅体验了当年抗战的
艰辛， 我们的英雄更深深地住
进每个参加吉林省大学生“红
色旅游行·筑梦之旅”学生的心
里， 还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记者 宋珊珊 报道 吴然 摄

吉林省大学生“红色旅游行·筑梦之旅”走进敦化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联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