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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
“恒大健康将推动医疗普惠民生”

10月25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健康中国
的建设进行了规划。并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16万亿
的战略目标。

作为恒大集团核心产业之一，及完善民生工程的重要布局，恒大健康最新财报
显示，上半年该公司营业额1.83亿港元，其中，健康业务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200%；总资产15.79亿港元，较2015年末增长83%。

恒大集团常务副总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长谈朝晖在发布会上表示，恒
大健康将整合优势，建立预防为主的全生命周期“防治养”结合服务体系。目前，
恒大健康已着力布局包括高端医院和分级医疗、社区医疗与养老、医学美容及抗
衰老在内的三大核心服务。比如，恒大健康将携手哈佛布莱根医院等共建国际医
院；同时布局以恒大原辰医学美容医院为旗舰，以北京、广州等重点城市开设医
美微机构为网络的恒大医美体系，提供不同层次医学美容服务。

与会专家学者对恒大健康积极响应“健康中国”、构建科学健康服务体系的
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钟南山认为，恒大健康与国家战略非常符合，其医养结
合理念、互联网+应用、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极具创新性，将推动医
疗普惠民生。

恒大健康
首个项目落地三亚

本次发布会上，涵盖恒大健康三大核心服务的首个落地项目——恒大·养生
谷正式亮相，并计划于今年底落地三亚海棠湾。

据了解，恒大·养生谷将融合恒大健康提出的“健康生活‘1+N’”的全新
生活方式。“1+ N”中的“1”指家，家以健康为本；“N”指围绕不同生命阶段
的健康关注点，提供科学、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其中，在医疗、颐养、医美抗衰老等方面，项目将导入国际高水平医
疗资源，并引进美国布莱根医院、荷兰特蕾莎、英国孝尔、韩国原辰等国
际医疗机构，提供权威、专业、高品质的健康养生服务。

同时，实行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一体化管理，通过优化服务，实现客户
与保险机构的支出双降低，并将机构节约的成本用以激励医生提升服务
质量，从而进一步促进服务的优化，实现正循环，成为中国“凯撒模式”先
行者。

分析人士表示，待恒大·养生谷面市后，其权威的资源、前沿的模式、完善的
服务创造将成为标杆性的健康养生项目。

（谢雯）

恒大健康发布三大战略 首个项目年底落地
昨日，恒大健康产业集团（HK.0708）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对外公开其产业发展战略，即以

优化医疗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方向，打造科学、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体系。
出席此次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在行业内极具影响力，包括有中科院院士陈可冀、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哈佛布莱根医院总监Mark Davis等，他们将和国际一流专家学者组成“恒大健康战略咨询委员
会”，成为恒大健康“智库”。

黄平富在新都斑竹园镇上的一个隐蔽
巷落里租下房子，请人帮他专门负责杀猫，
杀一只给5元加工费。

根据黄平富的描述，杀猫的过程触目
惊心。“杀猫人将猫装在一个麻布袋中，一
口袋一口袋放进水中淹死，接着开始放血，
剥皮。每天都杀，平均一天要杀一百只，杀
了就拿到冻库。

那么，这些猫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宰杀
的呢？“成都本来就不准做这个，万一碰到
暗访，杀猫的人害怕危险，不愿意。”当记者
提出想看如何杀猫的要求，黄平富十分谨
慎地拒绝了。因此，记者不得不采用跟踪车
辆的方式调查取证。

记者跟踪黄平富的面包车，来到了新都
斑竹园小普路路边的一个巷子里，中午时
分，他驾车离开了。随后，记者靠近了这个院
子，只见大门口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蓝色塑
料桶，桶内存放的是动物的内脏，腥味很重。

进到房里，一眼便看见在空地上堆了
十几只麻布袋，待杀的猫便装在里面，间断
能听到猫的叫声。房屋左侧便是灶台，猫的
毛皮随意扔在地上，杀猫的工人此时正在
菜板上给猫去脚、去内脏，剁得啪啪啪响。

当记者假装询问杀猫人是否有兔肉卖
时，杀猫人十分警觉地说：“我是养狗的，这
里没有肉卖。”随后放下手里的刀，把记者
赶出门外，将大门关上，一直跟随着直到记
者远离。

在屠宰窝点外连续蹲守之后，黄平富
的面包车也终于有了新的动向。在行驶了
两公里左右之后，面包车驶进了一条小路，
随即步行了不到 200 米，发现了一家名为

金阳的冻库。
记者以存放狗肉和猫肉为由试探一名守

门的男子，这里是否存放了相同的货物，男子
不但没有否认，还告知将做记号区分。“你到
时候在你包装袋上写个独有的记号嘛。”

就在此时，堆放在门口的几个塑料口
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打开塑料袋看到，里
面装的全部都是已经冻硬了的动物尸体，
从外观可以看出，这些就是猫。

“把猫装在麻袋中，一口袋一口袋放入水中淹死”

A B
爱猫者的双面人生

黄平富是个口碑极好的“爱猫人士”，他细心照顾猫咪的行为，早已为
街坊熟知。

百花西路的一处老小区里，黄平富在小区里有两套房，他住一套，另
一套则专门空出来让猫居住。供猫居住的房子约50平方米左右，养着20
多只猫。

猫的“天堂”
吹空调耍玩具 吃鱼有人剔鱼刺

与大量养猫场所的脏乱不一样，这间专属住房内，地板被拖得干干净
净，不大的客厅里放着一个帐篷给猫睡，里面垫着棉垫，旁边还有玩具，几
只小猫在这里玩耍。厨房和阳台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猫笼。

这处场所简直是猫们的天堂：草莓猫窝、吊床、猫粮、猫砂盆，每只猫都
有自己的“豪宅”。阳台上甚至还有供猫玩耍的猫爬架，下午，在慵懒的阳光
下，几只大猫躺在阳台的防护栏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而阳台用细铁丝全
部做了防护栏，猫不会跑出去。

“这些小猫刚出生十天，要特别注意保暖。”进到屋里，黄平富走到一只
刚生了小猫的母猫面前，打开猫笼，动手整理了猫窝里的小棉被。

这些猫中，主要是美短、英短等名贵猫，平日都是黄平富两口子亲自照
料。在照顾猫上，黄平富可谓细心周到。“每天煮鱼，比人还吃得好。”每天猫
粮管够，晚上喂一顿鱼肉，他们将买回来的白鲢砍成小块，冻在冰箱里面，
煮熟后把鱼刺剔除，然后喂给猫。有时候猫拉肚子、感冒了，两口子还要给
它们看病。

黄平富说，在天气炎热的夏天，他会将空调打开，开到27~28℃，给猫猫
们吹空调。这些小猫，甚至还享受着24小时专人看护的待遇。“晚上必须要
有人守夜，万一猫出问题不好办。”

邻居惊讶
“老黄那么爱猫的”，根本不信他在卖猫肉

黄平富在街坊面前的形象是如此有爱心，以致当记者告诉他们，黄平
富干着杀猫贩猫肉的事情时，他们根本不信，“胡说，老黄那么爱猫的。”

今年8月初，一名市民在微信群里无意中发现群里有人兜售宠物猫，
平时发一些猫猫的照片，还会认养一些流浪猫。“感觉人还多好的，问他领
不领养土猫，他说要。”

然而，进一步聊天中，这位市民发现这名男子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地里
似乎做着不为人知的事情。“他在卖猫肉！”

这位市民与其多次聊天以后，取得了该男子的信任，他介绍起自己的
猫肉生意。“我在新都杀货，每天都要去进出货。”“我们有专门人打货，在四
川就有七八十个人打货。”“一个打货（抓猫）的晚上打二十多根（只），全部
拿笼子和麻雀打的货，不会有死的。”

从这位市民向成都商报记者展示的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中看到，该男
子自称已经做了十几年，已形成了利益链条，活货通常发往广西，有老板每
年要来收十吨冻货。

为了确定贩卖猫肉确有其事，这位市民提出购买猫肉。到了交易
的时候，黄平富出现了，他带来一只新鲜杀好的猫，表示 15 元一斤。但
每次交易时，狡猾的黄平富都约定了一地点，不让陌生人靠近其杀房
和仓库。

百花西路的一处老小区里，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是20多只猫的专属住所。它们的主人
黄平富在这个小区有两套房，人住一套，猫住另一套。

老黄有时也会将一些顾客带进房间挑猫。这些前来买猫的人进入房间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20多只名贵猫咪住空调房，阳台上有供猫攀爬的架子，大冰箱里放着鱼肉等猫粮，然后听着老黄介
绍他们两口子“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的养猫心得。大家都认为，这真是一个很爱猫的人呢。

然而，一条手机信息出卖了老黄：他曾将猫肉红烧的菜拍下来发给一名他认为可能成为他生
意伙伴的人士，并许诺说“下次给你弄一条新鲜的尝尝”。

于是，有了下面历时三月暗访揭开老黄真面目的故事。

家有两套房，一套给猫住
开空调24小时专人看护

爱猫杀猫皆为钱
他称去年挣了50万

不管是黄平富精心喂养的 20
多只宠物猫，还是他杀害流浪猫，
终极目的都只有一个：钱。

在黄平富眼里，这是一门好生
意。爱猫，是为了让猫更好地产崽，
之后再高价卖掉；杀猫，是为了尽
可能地谋取利益。

在跟踪取证过程中，记者以买
猫为由，再次和黄平富进行了接
触。这一次，黄平富的形象很快从
一个爱猫人士变成了一个贩猫男
子。“卖价，就是两千五，我跟你说
的都是实际卖价，不敢乱说的。”

黄平富自己也曾在扮商家的
记者面前炫耀：“我养的猫品种都
不错，一只猫一年生两三窝，一窝
平均三五只，通常卖 2000-4000 一
只，把成本除了，去年纯利润都挣
了50万。”

也许只有跟黄平富有过生意
往来的人，才知道他的真面目，“他
做猫生意20多年了。他养猫是养得
很细，不过外人不知道，他养猫主
要是为了卖钱。”知情人士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黄平富手下有很多偷
猫的猫贩子，但大多不识货，因此
偷来的猫一律以只数卖给黄平富，
而黄平富会从中挑出名贵的猫养
起卖大价钱，剩下的才当肉猫卖。

“偷猫的人把它当成普通的土猫，
28元钱卖给我了，我发现它品种还
不错，才开始养，也才有了后面的
养猫生意。”

黄平富不仅杀猫卖猫肉，他自
己也吃猫肉。“我们自己经常吃。凉
拌、炒回锅都好吃。”他曾这样向记
者表示，在手机聊天时，黄平富也
曾将猫肉红烧的菜拍下来发给

“生意伙伴”，大方地说“下次给你
弄一条新鲜的尝尝。”

在受到查处后，本地的动物保
护组织已经参与到救助中，那些幸
存下来的活猫已被运送至爱之家
动物救助站饲养。

成都商报联手动物保护组织暗访三月
揭开一名猫贩子的真实人生

人前是
暖心

爱猫人

在记者调查黄平富存放猫的仓库
时，意外地遇到了一辆到该仓库来拉猫
的货车。

一辆川 A 牌照黄色小货车停在了门
口，车上下来两名中年男子，其中一名男子
将一台电子秤搬到路边，另外一名男子将
原本盖在货厢上的黑色油布掀了开来。此
时，货车的货箱里已经装载了大量铁笼子，
里面全部都是土猫。

黄平富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从几人的

谈笑中看来，他们之间非常熟悉。两名男子
在跟黄平富一番寒暄之后，径直走向了存
放猫的库房，不一会儿里面的铁笼子就被
搬了出来。

开车的司机说，他每天会发 200 多只
猫去广西，“今天比较多，有近400只。”

这些猫，来自于川内各地。“平时 4 点
过就要起来去收货，一直从遂宁收到成都，
上午收完货就马上运往广西，那边（广西）
有人收货。”

当天，黄平富将库房里的 100 多只活
猫，全部发往广西，批发价32元一只。“拉
到广西，卖八九十一只，一车的猫就价值几
万块。”这名司机说。

黄平富坦言，活猫不是每天都发到广
西，如果当天没有车来，他就会把猫全部杀
掉，存在冻库里。

“发活猫要承担风险，万一被抓到要
遭，没有防疫资格。夏天天气热，发的猫在
半路也死得多。”黄平富说。

一车车发往广西，有专人开货车上门拉猫

端掉杀猫窝点
查获活猫冻货
接近1吨肉

经过数月调查后，成
都商报记者将掌握信息
通报给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等政府部门。

11 月 22 日上午，由
成都市食药监局牵头，联
合新都、龙泉驿区公安、
市场监督管理局、畜牧局
等展开联合执法，将黄平
富的窝点一网打尽。

在新都区斑竹园镇
顺江村的杀猫作坊，执法
人员一打开铁门，黄平富
和杀猫的工人都在，灶台
的火还燃着，几十只已经
杀好的猫浸泡在血水中，
去毛机内放了四只正在
去毛的猫，地上有两只浑
身湿润刚被水淹死的猫，
旁边堆放了几个麻袋。执
法人员将麻袋打开，发现
了19只活猫，大多猫脖子
上都有项圈，“应该是被
偷的宠物猫”。

执法人员问：“猫肉是
不是卖出去当兔肉？”杀猫
人回答说：“嗯，多半是。”

与杀猫人的紧张相
比，黄平富十分淡定，点上
一支烟抽起来。在执法人
员多次询问下，黄平富不
屑地回答：“我又没有违
法，买卖（猫）有啥子嘛。”

检查中，执法人员在
作坊内发现了两个大型
冰柜，里面存放了大量的
已杀好的冻猫肉，据杀猫
人透露，这些猫肉均为黄
平富所有。但是，在现场
黄平富始终不承认自己
有贩卖猫肉的行为。执法
人员将冻货搬运上车，共
计8件，装了满满一车。

随后，另一组执法人
员在距离杀猫房两公里
以外的一大型冻库中找
到了黄平富存放的货，打
开袋子检查，冻肉身型完
整，一眼就识别出是猫。
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冻
库负责人将黄平富存放
在冻库的猫肉搬了出来，
经过现场清点，一共发现
冻猫肉6件。同时，第三组
执法人员在龙泉驿区来
龙村四组一仓库中现场
查获了30只活猫。

黄平富曾经透露，自
己的货一件装22只猫，大
约在 110 斤重。根据此说
法估算，现场查获的活猫
和冻货接近1吨。
成都商报记者 摄影报道

暗访三月揭开老黄的生意链
活猫销往广西，杀猫装成“野味”卖

背后却
杀猫

卖猫肉

爱猫的面具下，黄平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根据该动物保护组织爱心人士的爆料，成都商报记者展开了暗访调查。
9月的一天，下午2点，成都商报记者以开餐馆的名义，联系上黄平富。在距离黄平富家20多公里外的新都区斑竹园镇某小区，他开着一辆

面包车出现了。“全部是新鲜现杀的，没有冻货。”黄平富打开车门，用力挪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不断有血水从麻袋渗出，车上也遍布血迹。
黄平富说，这些“新鲜的肉”并非兔肉，而是猫肉。成都商报记者看到，麻袋里的猫已全部去皮、去内脏。记者称需要大量的新鲜货源，询

问黄平富一天能杀多少只猫，黄平富爽快地回答：“100多根（只）嘛，把头去掉，再剁成块，个头跟兔子差不多，没人能分出来。”
随后，黄平富拿出麻袋里的猫，说起了自己的“生意经”。他说，像这样处理之后的，零售价格为每斤10元钱。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每天

杀100只土猫，每只猫按6斤计算，除去回收成本，黄平富一天都有二三千元的利润。
为了弄清楚黄平富的整个杀猫、卖猫的生意链条，随后三个月里，记者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

黄平富贩卖的猫肉从哪里来？他的隐
秘仓库，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

据黄平富说，他做猫生意已经20多年
了，“肉绝对没问题，这些猫是别人拿着笼
子去偷的，然后送过来的。”他透露说，有专
人每天在市区的小区、街道或者农村偷猫。

“手法也很简单。”黄平富向记者详细
介绍了偷猫的方法，并表示，偷猫的人将活
猫送到他手里，他以每只28元收购，“每天
能收100多只。”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收来的

猫，第一站都会被放到黄平富的隐秘仓库
中去。这个仓库隐身于一片城乡结合部的
低矮平房中，从三环路来龙桥附近的一条
小路进去，连续拐多个弯后，就到了仓库。
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房间内遍布猫
笼。数量庞大的猫被关在铁笼子里。

这些被送到仓库中的猫不会再被喂
养，等待它们的只有两种结局：被大货车运
往外地后屠宰，或就近屠宰放入冻库。

仓库内的情形让人不忍直视：正方形
的铁笼高度不到20厘米，猫被挤在狭小的

空间内无法站立，也动不了，只能趴着，不
停地发出惨叫。

站在仓库里，黄平富对猫的惨叫声充
耳不闻，这些在他眼中只是“货”。“你们要
货，我直接从里面拿十几根到新都去杀，每
天都有货杀，冻货不得给你。”他说。

为了规避风险，黄平富存放猫的仓
库、杀猫的场所以及自己的住家地址，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相隔甚远。“不敢在
城里面杀，你要货我就拿货到新都来
杀。”他说。

他以每只28元收购，每天能收100多只

老黄还有另外的赚钱途径：就地加工。
记者再次以进货为由，联系上了黄平

富。“冒充兔子没得搞头，兔子才好多钱一
斤嘛，自己都算得到的。”借着交易给钱的
时机，记者向他打听了这些猫肉的去处，一
再追问下，黄平富终于透露，大部分猫肉都
流向了同一个地方。“我现在库房里都冻了
10 多吨，就是给那个做狍子的，你今天不
要我又准备拿去冻的。”

原来这些屠宰之后放到冻库的猫肉，
除了少部分冒充兔肉，大量的猫肉，黄平富
都处理给了位于白家的野味批发店。“那些
买主都是连头、连脚一起弄，烟熏后，做成
野味，当成果子狸卖。”

猫肉冒充果子狸，看不出来吗？黄平富
介绍了多年的经验：“一只猫分成两半，嘴
巴用榔头敲碎，就说在捕捉的时候炸到的，
再用烟熏，熏好了之后根本看不出来。”

黄平富称这些冒充的野味，要拉到川
西等偏远地区销售，“这个是物资返流，经
过他们那里转一下，说成山上的野味，马上
价格就不一样了。”

根据黄平富的说法，成都商报记者探
访了一家位于白家农产品交易市场的野味
批发店。店招显示，这家店经营着野鸡、野
猪、大雁、鳄鱼、孔雀、果子狸等“野味”系
列。通过一番“沟通”，老板承认在售猫肉做
的“野味儿”。隔了半个多月，黄平富告诉记

者，买野味的商家已经开始取货，自己送了
第一批货，共3吨。

果然，记者再次来到这家野味店时，看
到店铺里已经挂出了许多烟熏好的像猫的

“野味”，无一例外，这些野味头被分成两半
并破碎，一般人很难识别出是果子狸还是
猫。而店里的员工也告诉记者悬挂的野味
儿确实是用猫肉做的。

隔了几天，黄平富自称从商家那里
拿了一只“烟熏果子狸”样本送给记者，
猫头被分成两半，嘴巴被弄碎，“这个就
是用猫肉做的，根本看不出来。”而这只
烟熏猫和记者在野味店内看到的几乎一
模一样。

发不到外地的当天杀掉，有商家熏干当果子狸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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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龙泉驿区十陵镇来龙村，工作人员将现场的猫带走，黄平富站在一旁

11月23日，新都区
顺成路金阳冻库，现场查
获6编织袋冻猫

11月23日，新都区斑竹园镇顺江村，一只被装进笼的猫显得很恐惧

11月23日，新都区斑竹园镇顺江村，工作人员把被宰杀的猫装箱黄平富家里饲养的名贵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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