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居民楼和火车站之间的城北农博家禽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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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刘欢乐
因存在禽流感防控、 食品安全和

环境污染等隐患， 湘乡一家与火车站
和密集居民区近在咫尺的名叫 “城北
农博家禽批发部” 的禽类批发部多次
被群众举报投诉 ， 可它依旧照常经
营， 未受到任何约束。 据悉， 从这里
批发出去的无法溯源的家禽， 已源源
不断流向市内几大市场和机关院校
的餐桌。

鸡舍简陋， 家禽批发无完整溯源

3 月 20 日清晨 5 时 12 分， 湘乡
火车站笼罩在夜色里， 与其仅十余米
之遥的城北农博家禽批发部却是另
一番景象： 摩托车、 三轮车的车灯光
束划破夜空， 照亮陆陆续续来此进货
的客商。 这些进货商是市内几家农贸
市场的老板、 菜场摊贩和一些单位食
堂的采购员。

记者假装进货商进入批发部， 钱
货两清之后， 记者找老板要这几只鸡
的出货检疫证， 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
老板用笔写了张纸条， 上面书写 “今
收 到 黑 母 鸡 16.9 斤 扣 币 152 元 ，
2021.3.20”。

记者与一同来进货的客商闲聊
时， 他们均表示， 这家批发部的每批
次出货的鸡都没有检疫证。 一位张姓
客商告诉记者，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进
货还要索证索票。

记者暗中跟随一个来批发部进货
的中年妇女， 七弯八拐之后， 她的摩
托车进了湖铁市场一个家禽零售宰
杀点， 她麻利地将纤维袋里的几只白
母鸡扔进铁丝网笼里。

8 时 25 分 ， 记者再次来到这家
批发部， 才发现它的围墙与湘乡火车
站的站台相距不到十米， 能清楚地听
到火车站广播报站的声音。 批发部位
于市区主干道交会口， 一条水渠从它
旁边流经而过。

批发部是在一栋四层居民楼后面

搭建的简易房子 ， 面积约 150 平方
米， 里面用砖头、 旧木板和网格隔出
了几个鸡舍， 目测累计数百只活鸡。
鸡舍散发着刺鼻难闻的气味。 一只黑
鸡蜷缩在鸡舍外的地上不停颤抖， 它
眼睛浮肿而无神， 嘴角留着涎水， 疑
是一只病鸡。

近在咫尺的批发部令居民担忧

自这家家禽批发部开业后， 附近
的居民对它避之不及， 一位张姓居民
反映， 到了炎热夏季， 批发部散发出
来的恶臭味弥漫在空气里， 老远就闻
得到， 令人难受。 它位处火车站和市
区主干道交会口， 一条水渠从它旁边
流经而过。

67 岁的张大爷家距家禽批发部
百余米， 他非常担心发生禽流感这样
的传染性事件。 “这里批发出去的鸡
一旦出现突发感染事件， 将无法在很
短的时间内寻找源头并控制疫情。”

记者亮明身份， 要求看看从这里
批发出去的这些鸡的动物检疫合格
证， 批发部老板说没有， 却拿出一张
进 货 的 检 疫 证 ， 上 面 标 注日 期 为
2021 年 3 月 16 日， 从时间上来， 它
超过了有效时间 （24 小时）， 是一张

作废的证。
批发部老板说， 他们曾向当地检

疫部门提出过每批次的检疫手续申
请 ， 但最终因不具备条件而没有批
准。

据了解， 该批发部每天能销售数
百只家禽， 生意好的时候， 每天甚至
能销售一两千只。

不符合经营条件却获得营业执照

根据疫情防控新要求， 国家相关
部门要求着力排查农贸市场食品安
全的风险隐患， 部署加强农贸市场、
批发市场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风险管
理。 督促各地新建活禽批发市场应避
开居民住宅区、 公共场所等人口密集
区。 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
责任， 保证销售产品来源可查、 去向
可追， 最大限度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和
疫情传播风险。 按照国家 《食品安全
法》 和 《动物检疫法》 相关要求， 在
批发禽类时， 经营者应出具家禽的产
地检疫合格证明。

比照国家相关要求， 这家城北农
博家禽批发部是不符合禽类经营条
件的， 但它竟然取得了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执法时发现问题却一直没处理

据了解， 湘乡市相关部门曾对城
北农博家禽批发部存在的问题提出
过整改意见 ，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
后， 湘乡市商业局执法大队曾抽调出
部分力量， 对各农贸市场进行巡查。

今年 1 月 29 日、 30 日， 湘乡市
商务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指出城北农
博家禽批发部存在问题和风险： 一是
离居民区、 水源、 火车站太近； 二是
市场经营场地和人员生活混在一起不
能有效隔离； 三是场地太小管理难以
到位且处在交叉路口， 一旦发生疫情
就会迅速扩散， 难以监控。 综合上述
原因， 也请示过相关领导征求处理意

见， 可至今仍没有处理结果。
湘乡市农业农村局一位负责人接

受采访时表示， 禽类批发牵扯到市场
监管、 商务、 防疫和环保等部门， 不
是单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

早在 2019 年 7 月 ， 出于环保 、
防疫和规范市场考量， 湘乡市政府联
动城管、 环保等部门执法， 将市区内
的几家禽类批发市场拆除， 整体搬迁
至离市区约 5 公里以外位于白托村的
湘乡家禽大市场。 该市场于当年 7 月
20 日开业， 城北农博家禽批发部在
其开业后的一个月 （8 月 20 日） 开
业， 而且选址在望春门街道辖区的湘
乡火车站旁。

“大部分禽类批发市场撤离人口
密集的闹市区之后的一个月， 城北农
博家禽批发部却在闹市开业。 你说奇
怪不奇怪？” 一位搬迁至大市场的批
发商对此很不满， 他怀疑政府相关部
门在这场 “闹市围城” 中用双重标准
处理问题。

检疫干部多次协商未果

据了解， 湘乡家禽大市场是由湘
乡市福旺禽业公司开发营运 ， 它于
2018 年通过湘乡市商务局牵线搭桥，
市领导批示， 市农业农村局支持， 由
外商刘福河投资近千万元兴建。 这家
大市场气势恢宏 ， 有宽敞洁净的厂
房， 车辆出入消毒清洗， 市场内还设
置了动检站， 每天有动物检疫专家对
进出的每批次家禽进行严格检查。

湘乡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检疫股
负责人周先生告诉记者， 城北农博家
禽批发部老板曾来检疫股申办过检疫
手续， 但批不了。 “我也跟他们协商
过好几次， 希望他们整合到家禽大市
场， 这样更便于检疫和规范管理。 他
们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发现疑似病鸡 无完整禽类溯源及检疫手续

湘乡一禽类批发部毗邻居民区、水源存隐患

堆放在水渠边的鸡笼。

这只奄奄一息的黑鸡疑似病鸡。
买主找批发部老板要刚购买的几只鸡的出货检
疫证， 老板只能写张便条应付。

满是灰尘的破旧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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