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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文件，积极推进家禽和牛羊集中屠宰，不再新批以代宰为主的生猪屠宰场

冷链配送！加快淘汰城区活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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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力争5年创建50家标
准化屠宰场

取消现场宰杀交易， 家禽
和牛羊屠宰如何保障？ 该意见
明确， 我省调整优化畜禽屠宰
设置模式和产能布局， 全面开
展畜禽屠宰标准化创建， 淘汰
落后屠宰产能， 提高屠宰行业
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 健全畜
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保
障人民群众肉品消费安全。力
争用5年时间，全省创建50家标
准化屠宰场，培育20家集养殖、
屠宰、加工、冷链配送于一体的
龙头企业， 基本实现畜禽标准
化屠宰和质量安全全程控制，
形成冷链配送、品牌营销、产加
销融合等新型经营模式。

按照养殖产能与屠宰产能
相匹配的原则，年出栏生猪100
万头以下的县（市区），原则上
只设置1家生猪屠宰场；年出栏
生猪100万头以上的养殖大县，
可设2家生猪屠宰场。支持年出
栏生猪30万头以上、 年出栏地
方猪10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企
业或年加工猪肉产品2万吨以
上的肉类加工企业配套发展与
其养殖、 加工产能相匹配的生
猪屠宰场。

支持年出笼鸡鸭等家禽
1000万羽或鹅300万羽以上的
家禽养殖企业申办与其养殖产
能相匹配的现代家禽屠宰场。对
于暂未建设专业化家禽屠宰场
的市州城市区， 在疫情防控、关
闭活禽交易市场期间应设置家
禽应急集中屠宰点。稳步推进牛
羊集中屠宰，鼓励在生猪屠宰场
增加牛羊屠宰线，切实解决牛羊
屠宰“散小乱污”问题。

新建屠宰场的设计年屠宰
规模生猪、肉牛、肉羊、活禽应

分别在30万头、1万头、15万只、
1000万羽以上， 并需配套建设相
应的冷链贮藏和配送体系。不再批
准新建以代宰为主的生猪屠宰场。

支持实现从畜禽入场到肉品
出场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为了让市民吃得更加放心，意
见还提出，鼓励新建屠宰场配备全
视角溯源视频监控系统，并与县级
及以上监管部门联网实时运行，推进
屠宰生产可视化监控。 支持屠宰场
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建立健全
屠宰质量标准体系， 实现从畜禽入
场到肉品出场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同时，加强肉品质量追溯信息
化管理，从畜禽屠宰源头赋予肉品
统一的电子追溯码。比如，屠宰场
要严格畜禽宰前入场检验和肉品
品质检验，要建有与其屠宰规模相
适应的肉品质量检验检测室和车
辆清洗消毒场所，配备相应的设备
设施和专职人员，每条屠宰生产线
应配足符合资质条件的肉品品质
检验员， 同步开展肉品品质检验。
另外， 还支持屠宰场联合后续加
工、销售等下游企业建立肉品质量
安全全链条追溯体系，确保来源可
溯、去向可追、责任可查。

意见强调，严厉打击私屠滥宰
等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
打态势，采取明察暗访、有奖举报
等方式， 常态化打击私屠滥宰，捣
毁私屠滥宰窝点。 对从事私屠滥
宰、或者为私屠滥宰提供场所或储
存设施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严厉处
罚。加大违规屠宰销售行为整治力
度，严厉打击注水注药、屠宰病死
猪等违法行为，坚决禁止肉品销售
地区封锁。各地不得限制经检疫和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符合调运监管
规定的外来猪肉等畜禽产品进入
本地市场。 ■记者 李成辉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4月15日，记者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畜禽屠宰行业管
理，构建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我省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
屠宰行业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家
禽和牛羊集中屠宰，引导支持市州城市区和人口20万以
上的县市城区加快淘汰活禽交易，推进实施家禽“规模
养殖、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
2020年生物多样性暨野生动
植物保护会议上获悉， 我省
已全面完成禁食野生动物退
出补偿， 全省共处置禁食野
生动物358.29万公斤、87.5万
只（头、羽），落实3365户补偿
资金5.29亿元。

据悉，去年年初，湖南在
全国率先采取野生动物“一封
控四严禁”措施，得到社会各界

和养殖户理解与支持。2020年，全
省共封控隔离人工繁育（展演）野
生动物场所4274家， 办理行政案
件140件、刑事案件204起。

目前， 全省14个市州已完成
《禁食野生动物养殖户转产（转业）
转型“一户一策”目标责任清单》多
方确认工作，2469户禁食养殖户完
成转产转型目标任务，占禁食养殖
户帮扶总数的85%，37户落实了兜
底保障帮扶措施，落实率100%。

我省全面完成禁食野生动物处置补偿

4月15日， 长株
潭城际轨道交通西
环线项目一期工程
长沙学巡区间施工
现场，双向盾构机均
已拼装到位，预计近
日始发。该项目是长
株潭一体化“半小时
交通圈” 的重要部
分， 一期工程全长
17.29千米。

湖南日报·新湖南
客户端记者 田超 摄

整装待发

典型案例1本报4月15日讯 2020年，我
省审结各类行政案件2万多件，一
审行政案件中， 行政机关败诉
1894件，败诉率18.0%，败诉率有
所上升。 今天上午， 省高院召开
2020年湖南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
查情况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法
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

2020年， 全省法院共审结各
类行政案件 21990件 ， 结案率
97.3%，结收比达101.4%，行政案
件平均审理周期46.6天。 通过协
调促成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后自
愿撤诉的行政案件达25.4%。积极
服务“六稳”“六保”大局，制定下
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决
定案件裁判指引， 依法审慎审理
涉及安居工程、 旧城改造等公共
事业的土地房屋征拆行政案件
3196件， 依法办理非诉行政案件
5253件，保障全省重点项目建设。
积极开展诉源治理， 切实将行政
争议化解在基层，2020年全省共
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0533件，同比
下降18.6%。

2020年， 全省法院共发出司
法建议279份，同比上升64.1%。进
一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
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全省法院一
审行政案件服判息诉率53.1%，较
2019年上升4%。纠纷仍集中在征
收补偿、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行
政协议及政府信息公开几类。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果

本报4月15日讯 还有十
多天的时间便到五一假期了。
按照全国铁路网络和电话订票
预售期15天的规定，4月17日
起， 旅客可购买假期第一天的
火车票。

据悉， 今年五一小长假长
达5天， 将形成一个出游高峰。

今年4月30日恰逢周五，预计部分
客流会提前一天出发。不过，为配
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
措施， 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
带来不便， 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
为15天。 这样一来，4月16日，通
过12306网站，就能购买4月30日
的火车票了。

需要注意的是，自2021年1月
14日起， 旅客因行程改变需退票
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
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同比例调整
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7天及
以内退票的， 仍按48小时以上、
48~24小时、24小时以内梯次退票
收费规定执行。 ■记者 和婷婷

“民告官”，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18%
省高院发布2020年10起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五一假期火车票明日开始预售

【案情】路某系东塘电信
小区的业主，受该小区相关住
户的委托，向雨花区住建局提
出了加装电梯的申请，2019
年4月9日， 雨花区住建局受
理申请。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雨花区分局出具审批意
见时，认为该加装电梯项目压
占城市规划支路，作出不予批
准的审查意见。路某遂起诉。

【判决】 长沙中院认为，
“不得侵占城市道路” 中的

“城市道路” 应是已建道路，长
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区
分局主张包括规划建设但未建
设的道路，没有依据。责令其重
新作出行政行为。

【意义】加装电梯已成为很
多老旧小区居民特别是老人急
难愁盼的问题。 本案从合理平
衡公私利益冲突的角度出发，
明确了对尚未发生的规划实
施， 应该让位于现实的迫切的
人民群众重大生活需要。

老旧小区“占道”加装电梯获支持

【案情】2020年7月23日
晚， 东安县农业农村局开展
渔政执法行动， 执法人员开
车经过白牙市镇湖塘大桥
时， 发现桥下有人疑似非法
捕鱼。 执法工作人员即分两
组进行检查和查看， 几分钟
后， 执法人员听见河边传来
有人落水呼救声。3名执法人
员当即下河救人无果。 直到
早晨7时许，救援人员才将落
水男子荣某展尸体打捞上
岸，调查发现，执法时，荣某
展正在捕捞野生蛙类。 荣某
展家人要求赔偿未果， 遂提
起行政诉讼。

【判决】 永州市零陵区人民
法院认为，东安县农业农村局作
为渔政管理和执法的职能部门，
在辖区禁捕水域开展渔政巡查
执法活动，属于正当合法的履职
行为。荣某展为了逃避执法检查
跳河意外身亡，与被诉行政执法
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遂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永州市中院认为提起的赔
偿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

【意义】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开展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行政执法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

典型案例2 因“非法捕捞”丧命不受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