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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瞬间·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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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通讯员 陈勇平

过去，农村病死畜禽要么抛于江河、
埋于地下，要么悄悄流入市场。 岳阳县自
引进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
立病死禽畜处理工厂后， 不仅破解了这
个难题，而且变废为宝，开启了“绿色循
环”的新征程。

11月4日， 记者走进位于岳阳县柏祥
镇的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
过整洁的厂房， 行至PLC自动控制系统终
端工作间，记者看到，车间开机作业时，县
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到场清点病死禽畜数
量，确保账实相符。 处理中，各个重要环节
都显示在PLC自动控制终端电脑屏幕上。
依靠这个终端，控制整个处理流程。

岳阳县是全国生猪生产百强县，年
出栏生猪约150万头、牛羊约9万头、禽类
600万羽。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问题曾饱
受诟病，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面临
养殖户不愿报告、 处理厂投入无产出等
难题。 为解“大患”，2016年，岳阳县政府
以特许经营形式向社会公开招标， 湖南
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后，投
入1350万元， 建设了日处理规模10吨的
病死畜禽处理厂， 负责对全县的病死畜
禽进行无害化处理， 然后加工成工业油
脂和肉骨粉出售。

11月2日，岳阳县荣家湾镇东方村唐
传波养殖场突发疫情，病死生猪50多头。
唐传波拨打该县病死畜禽收集热线后，
工作人员很快将病死生猪收走， 还给唐
传波奖励了500多元信息费。 随后，病死
生猪被运送到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 县卫监所负责人贺愉
乐对记者说：“像唐传波一样， 全县有年
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400
多家。 非正常死亡的畜禽，若得不到安全
处理， 对食品安全和公共环境将带来诸

多隐患。 ”
乡村分散，病死畜禽如何及时收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县政府研究、
出台了比较科学的收集制度和措施。 ”贺
愉乐介绍， 全县设置了8个集中收集点，
配备了冷藏库、 专用收集车和GPS定位
系统，运转费用也由县财政保障。“统一
收集、集中处理、全程监管”的“8＋1”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覆盖了饲养、屠
宰、经营、运输等各环节。

养殖户会主动上交病死畜禽吗？“当
然。 ”贺愉乐告诉记者，岳阳县政府规定，
每次报告并上交一头病死生猪， 给予10
元信息费；将保险理赔与此挂钩，投保的
养殖户只有出具收集点提供的证明，才
能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 为了加强监管，
县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严厉打击非
法弃置、出售、加工、经营病死畜禽等违
法行为， 乡镇农技推广中心监督病死畜
禽移交环节。“母猪每头补助1000元，肉
猪每头补助400至500元。 幸亏给生猪上
了保险， 我这次减少了2万多元的损失

呢。 ”唐传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除建立奖励机制外， 岳阳县对乱弃

病死畜禽的危害加强宣传。 当地群众也
意识到， 乱扔乱弃病死畜禽， 既污染环
境，又容易引发疫情，都主动配合。“以
前， 铁山水库沟渠里不时可见到被丢弃
的病死猪。 现在的沟渠清澈见底，水质都
变好了。 ”贺愉乐说。

在公司法人代表沈阳波引导下，记者通
过屏幕看到了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的机械化破碎车间。“这是全密闭的负
压车间。”沈阳波告诉记者，公司采用二级破
碎方式，在230℃高温下持续加工2至3小时，
对病死动物进行处理。 无害化处理过程中，
会产生蒸汽、 油烟以及蛋白质分解的异味，
异味经过专业收集除臭后进行锅炉燃烧、水
膜除尘和脱硫处理，达标后安全排放；少量
废水经过油水分离、净化过滤、水膜渗透、紫
光灯杀毒后， 输送至清水池再循环使用，不
对外排放。

绿色循环，化害为利。沈阳波指着车间
一袋袋打包的肉骨粉说， 公司将生产出来

的油脂产品，作为生物柴油、油漆、肥皂等
工业产品生产原料，以每吨3000元左右的
价格，由再生能源公司收购；肉骨粉用于昆
虫养殖，进行生物转化。 每吨病死畜禽，大
约可加工出100公斤工业油脂和200公斤
肉骨粉。自2016年4月19日运营以来，该公
司已处理病死生猪20多万头， 处理家禽、
牛、 羊等其它动物尸体及屠宰场下脚料
1000余吨； 生产的工业油脂销往河南、广
西等地， 其处理病死畜禽所得的附产品年
均产生经济效益100万元。

岳阳县畜牧水产局局长胡志刚称，
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每处理
一头病死生猪，即可获得财政补助80元；
县财政每年还预算安排其它畜禽处理费
用20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岳
阳县政府与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建立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
合作”的共同体关系。 2017年，原农业部
相关领导在岳阳县考察后表示， 岳阳县
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堪称“岳阳县模
式”，可向全国推广。

为
化 绿色循环 化害为利

———病死畜禽处理的“岳阳县模式”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易永彤）
今天， 湖南省功率半导体产业对接会暨中国IGBT技术创
新与产业联盟 （以下简称“IGBT联盟”） 第四届国际学术
论坛在株洲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弼、 中国工程院院
士丁荣军、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等国内外专家、 IGBT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近300人参会。 当天， 湖南省制造
业创新中心在株洲揭牌。

IGBT， 即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是一种新型功率半
导体器件的主流器件， 已广泛应用于工业、 计算机、 航空
航天、 国防军工、 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我国于
2014年成立IGBT联盟， 旨在整合国内IGBT领域资源， 推
动我国电力电子技术， 特别是IGBT技术与产业化发展。

本届论坛上， 陈星弼、 汤广福两位院士和行业专家代
表， 从国际技术水平、 IGBT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IGBT
在不同应用领域等方面展开学术交流， 共同探讨全球IG-
BT技术与产业发展趋势， 谋划进一步推动我国IGBT技术
创新及产业化对策。

据介绍， 我省正加快发展IGBT等新兴优势产业链。
当天， 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株洲揭牌。 该中心致力于
打造国家级创新平台， 将展开功率半导体产业技术研发及
产品开发， 面向行业联盟与产业链上下游提供设计、 检测
等技术服务， 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等。

IGBT联盟第四届国际学术论坛株洲举行
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揭牌

� � � � 王生录，1956年出生，中共党
员，1988年从警，时任郴州市公安
局交警队副队长。 方勇 画

� � � � 1990年5月31日， 逃窜11个省区
杀害民警和群众15人、伤13人，被公安
部6次通缉的特大越狱潜逃犯王彦青
（号称华北第一杀手） 窜入郴州。6月1
日零时，接到抓捕指令的王生录率陈跃
前、李拥军、刘朝晖和派出所蒋远超等
同志冒着大雨在同心桥设卡。

凌晨3时7分， 一辆白色的士从市区
驶来， 王生录拦住该车盘查， 发现车上
乘客特征与通缉犯相似！ 王生录猛然大
喝一声“有情况，快上。”他一个箭步扑上
去，将此人双手连腰抱住， 抵在引擎盖
上。 但此人十分凶悍， 开枪将迎面上
来的两人击伤，被抱住后，拼命挣扎，猛

击王生录的腰和腿部， 企图迫使王生
录松手。 王生录咬紧牙关，使出全身力
气死死抱住了他。 赶来的蒋远超去夺
枪，将食指插进枪的扳机内，使之不能
开枪。

王生录和蒋远超与此人在地上缠
斗，一直滚到了马路边的水沟里，并制

服了此人。 战友们一拥而上将其擒获。
经审讯，此人就是王彦青。

公安部随后授予王生录“全国公安战
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批复上写道，由于
王生录的机智勇敢，生擒了王彦青，减少了
人员伤亡。

漫画/刘谦 方勇

农业盛会交出亮眼“成绩单”
第十六届农交会暨第二十届农博

会交易额达682亿元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欧阳倩）昨天闭幕的第十六届中
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
会，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40万人次观展，交易额达
682亿元。

本届展会以“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绿色发展、乡村振
兴”为主题，展区面积达11.3万平方米，吸引了4000多家企
业参展，参展产品16000余种，还有印度、马来西亚、法国等
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境外公司参展。

展会期间，举办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高峰论坛、全国品
牌农产品推介活动、 第四届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推介
会等13项重大活动，专家学者、龙头企业、行业领军人物，从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品牌建设、农业创新等方面，为我国农
业发展建言献策。 展会还举办了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
坛，通过了《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长沙宣言》。这意味着湖南在
全球农业南南合作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展会期间，到会采购商和专业观众达5万多人次，全球
重点采购商有40家。 国际农交会交易额达416亿元，中部农
博会交易额达266亿元。

污水规范处理
设施加紧完善

永兴工业园企业积极配合环保督
察整改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通讯员 谷珍 陈骏 记者 曹娴）
眼下， 永兴工业园里的朗丰色料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停产并
投入整改。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群众投诉永兴工业园里
的朗丰色料实业有限公司废水未经处理直排。针对此情况，
郴州市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下沉督察组，深入企业
核查整改进度。

目前，该公司已将厂区厕所、澡堂的排水管接入污水处
理池，2万立方米的蓄水池正在抓紧建设。 针对干燥车间粉
尘收集设施整改不到位的问题， 企业已聘请具有相关资质
的单位制定整改方案。 郴州市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下沉督察组指出该公司厂区存在雨污分流整改不到位、地
面防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 要求企业必须按照环评批复要
求，完善环保“三同时”建设，配套建设好污染防治设施，全面
落实整改方能恢复生产。

� � � �湖南盛祥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病死禽畜
处理工厂，每天可处理10吨病死畜禽，已收集

处理病死生猪20多万头,每吨病死畜禽可加工

出100公斤工业油脂和200公斤肉骨粉。

制图\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