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郑然 美编 黄敏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5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罗义华介绍，几天前，他在德
阳岷江路大桥桥头观鸟，一只立在
水中一动不动的凤头潜鸭引起了
他的注意，“我心想它是不是生病
了。”他立即将长焦镜头拉近，眼前
的一幕让他心里一惊，“它全身都
在抖，舌头甩到了嘴巴外面，是肿
的。”

当时，罗义华也不能确定究竟
发生了什么。晚上回到家，他把照
片上传到电脑放大仔细一看，发现

鸟儿的舌头上竟然有一个鱼钩，鱼
钩上还挂着长长的鱼线。“它太痛
苦了，所以才一动不动，受伤的舌
头可能都已经感染了。”罗义华介
绍，如果鱼钩无法去掉，会影响捕
食和进食，这只鸟儿的生命就将有
危险。

罗义华介绍，最近几年，在这
些河段钓鱼、捕鱼的现象非常普
遍，“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大保护力
度，比如通过阻止违规垂钓行为，

来保护越冬鸟儿。”
不少市民都为这只凤头潜鸭

感到忧心。德阳不少爱鸟观鸟志愿
者利用周末时间，来到旌湖边调查
候鸟的情况，贴爱鸟护鸟的宣传
单，悬挂标语。

德 阳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也有奖征集打鸟捕鸟等伤害鸟
儿行为的线索，对于举报打鸟捕
鸟的，经查实后，将给予200元的
奖励。

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业农村部会同七部门出
台了稳定生猪生产的一揽子扶持政策，包括取消超范围划定禁养
区、加大养殖用地保障、猪肉运输绿色通道和财政金融支持等17
条，有力提振了市场信心。近期以来，养殖场户补栏增养积极性明
显提升，进入11月以来，生猪和猪肉价格开始回落，未来随着扶持
政策进一步落实落地，生猪生产会逐步恢复。

而今年8月份，四川也出台了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
“猪九条”。根据“猪九条”，四川已确定并分解全省今年出栏4009万
头的基本保障任务；同时省市县三级设立种猪、仔猪“点对点”调运
指挥办公室等。四川省农村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市场供应
正在逐步恢复，四川也在加大力度推动生猪生产养殖。而完全恢复
生猪生产，需要过程，预计要明年才能完成。

同时，记者从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成都市开展了全市猪肉
市场整治行动，重点检查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及
虚假广告违法行为。另外成都市屠宰加工企业已通过“点对点”申
请调入方式，从省外调入猪肉。

“飞越了几千里回家过冬的凤头潜鸭被伤害成这样，真
让人痛心。”四川德阳的爱鸟人士罗义华在德阳城区岷江路
大桥闸桥下游河道中拍到这样的一幕：照片中，一只凤头潜
鸭静立水中，肿胀得通红的舌头耷拉在嘴巴外面，上面挂着
鱼钩和一根长长的鱼线……这只凤头潜鸭，遭遇了什么？

被困悬崖处，
连续搜寻近9小时无果

丹巴县公安局介绍，2019 年 11 月 15
日14时35分，巴旺派出所民警接指挥中
心指令称：“有 2 位游客徒步从墨尔多山
下山途中，被困在大山深处悬崖处，随时
有生命危险，请马上救助。”

警情就是命令，救援民警通过与被困
人员电话联系、添加微信好友、发送位置
信息等方法，确定了被困人员在距离巴旺
乡燕尔岩村 5 公里左右的燕尔岩沟原始
森林中，具体位置尚不能确定。民警立即
组织当地熟悉地形环境的村民当向导，带
上面包、饼干、矿泉水、火腿肠等生活物资
和救生绳、手电筒等救援工具向大山深处
进发，搜寻被困人员。

被困人员所处地点系原始森林，此
山地势险峻，很容易迷路。由于荒山无路
树丛横生，民警只能徒手拉开遍地丛生
的野刺树枝艰难前行，顺着河沟蜿蜒前
进，所有人的衣衫、鞋子、裤子已经全部
湿透。

深夜11点，气温急剧降低，此时已经
连续搜寻了将近 9 小时。由于山路泥泞，
有的民警不慎摔倒，有的民警手臂被山上
荆棘挂伤。多耽搁一分钟被困游客就多一
分危险，他们无暇顾及自己，凭着大致方
向继续徒步向山上搜寻。

获救者：
感谢救援民警和村民

这时，被困人员情绪开始紧张、暴躁，
并不断催促救援民警，接二连三地向县局
指挥中心和救援民警打电话，要求派直升
机对他们进行快速救援。救援民警通过电
话疏导他们紧张的情绪，并于凌晨1点左
右到达被困人员所处的悬崖处。

经喊话与2名被困人员取得联系，得
知两人被困在救援民警下方50余米处的
悬崖上，而民警只能下到一处非常狭小的
空地上，两人被困的地方下面就是近300
米高的悬崖峭壁。

所长谢林不容分说，用携带的救援绳
捆住自己后，让其他人员把自己向悬崖下
方一狭小空地放下去。为确保救援安全，
将救援绳一头固定在上方的树根上，另一
头往下扔给被困人员，让被困人员将救援
绳子拴在自己身体上。山上救援人员不断
往上拉绳子，将2人拉上山，于凌晨3时左
右成功将两人营救到安全地带。救援人员
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分给学生补充体力，并
作短暂的休息之后，护送他们返程。但返
回的路途依然艰辛难走，直到天亮才安全
到达派出所。

经了解，被困的2名人员系四川某高
校大四的学生，两人因大四课程少，想体
验一下生活，便出来游玩。到丹巴听说墨
尔多山不错，两人便于11月13日从岳扎
乡上山，由于不熟悉山路，走错了路，他们
走了三天两夜，才到来到巴旺乡燕尔岩
沟，被困在山上的悬崖处。

被救后，2名学生说，他们原本以为转
山旅游遇到困难报警，警方就会派直升机
前来救援——电视里就是这么演的，所以
才要求公安局派直升机。有了这次险些让
自己送命的经历，他们也真心感谢救援民
警和村民对他们的及时救助。

目前，两人身体无碍，已乘车返回
学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冷风“唤”着冬天
猪肉“抖”着降价

近日近日，，冷空气来袭冷空气来袭，，天气越来越冷天气越来越冷，，而年关也随之越来越近而年关也随之越来越近。。年关将至年关将至，，不少不少
市民会灌香肠市民会灌香肠、、腌腊肉腌腊肉，，迎接新年迎接新年。。今年今年55月以来月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成都猪肉成都猪肉
价格一度涨至价格一度涨至3535元元//斤左右斤左右。。然而然而，，最近两周最近两周，，猪肉价格持续回落猪肉价格持续回落，，目前市场上的目前市场上的
猪肉价格大约为猪肉价格大约为2828元元//斤斤，，重回重回““2020””时代时代。。

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
目前成都菜市场的猪肉，主要
有三种来源：一种是由猪肉生
产厂商配送，如冷鲜肉；一种
是从白家、苏坡桥等批发市场
购买；还有一种是“点杀猪”，
当天凌晨在屠宰场选猪，现杀
现购。

“11月以来，猪肉批发价格
陆续有所回落，最近一周，价
格下降非常明显。”据成都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肉类部经
理左淮瑛介绍，目前，白家市
场的猪肉批发价格为39元/公
斤，最高价格出现在10月下旬，
为50元/公斤。“现在每天的交
易量基本在2000多头，相比以
前的3000头，交易量下降了三
分之一左右。最近价格下降，
交易量并没有明显上升，毕竟
现在的价格仍然要高过历史
同期。”

最近猪肉价格下降，左淮
瑛认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
响：一方面是因为储备肉、库
存冻肉释放，同时进口肉供应
量增加；另一方面，放宽了外
省冷鲜肉准入，允许外省冷鲜
肉进入四川。

“放宽外省冷鲜肉准入后，
很多冷鲜肉企业就不用去进

‘毛猪’（生猪），可以直接进冷
鲜肉。”左淮瑛表示，之前冷鲜
肉企业需要在省内各处收购

“毛猪”，然后再经过宰杀等程
序后才能销往市场。“云南、贵
州等周边省份的冷鲜肉，与四
川的相比要便宜几块钱，所以
冷鲜肉企业不用进‘毛猪’之
后，省内‘毛猪’的价格也适当
降低，肉价就整体回落了。”

目前猪肉价格已经连续
两周回落，未来是否会继续回
落呢？在左淮瑛看来，猪肉价

格的下降与否，关键要看“毛
猪”的价格能否进一步降低。
目前成都的“毛猪”，主要是从
达州、巴中等地方拉过来的，
标准体重的“毛猪”收购价格
在17、18元/斤。“如果毛猪的价
格下降的话，猪肉的价格应该
会下降。”

而在双汇冷鲜肉成都经
销商刘才德看来，猪肉价格的
下降，市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也
是原因之一。“市民对于猪肉
的需求变少了，更愿意去吃牛
羊、鸡鸭鱼肉，供求关系的转
变，是这一轮猪肉价格回落的
因素之一。”目前成都市冷鲜
肉价格相较8月份，每吨下降
了10000元左右，由最高时的每
斤30元，降为22.5元，价格下降
明显。但从供应量方面来看，
冷鲜肉每天的供应量仍维持
在10至15吨，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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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普遍下降 但仍有一定波动
11月18日上午，记者在天

涯石北街的菜市场了解到，猪
肉价格回落持续了约半个月，肉
价普遍下降了4到6元/斤。在一
家冷鲜肉店里，之前最贵曾卖到
38.8元/斤的五花肉，现在已经
降到了32元/斤左右；而前夹后
腿肉现在降到了26元/斤左右。

“早上要卖29元，中午便宜点28
元。”另外一家店的老板表示，之
前的卖价在34元/斤左右。

同时，冻青树农贸市场，
现在猪肉的价格基本保持在
28、29元/斤的样子。“部位不同

价格不同，价格最低25元/斤，
普通的28元/斤。”商家告诉记
者，猪肉价格已连续回落两
周，从最初的35元/斤，降至28
元/斤。在家乐福府青路店，记
者看到，带皮五花、带皮外脊、
带皮后腿肉价格均为29.9元/
斤，散装前蹄髈26.9元/斤，价
格相较之前也有明显回落。

猪肉价格整体回落的同时，
也存在一定的波动。“现在猪肉
价格波动较大，11月8日那天价
格还上涨了几元。”农贸市场另
一位商家告诉记者，对于现在想

要灌香肠、腌腊肉的市民来说，
现在的价格比较合适。“明天我
们也要先灌一部分香肠，如果市
民过来灌，每斤33元。”

对于降价的原因，有老板
猜测，可能是因为进口猪肉进
入市场，增加了供应量。“之前
价格高的时候，可能也有人把
猪肉屯在冻库里炒价格。”经
过国家政策的调控，炒价格的
少了，可能也是猪肉降价的原
因之一。更多商家表示，对于
降价的原因并不是很了解，

“进价降了，就卖得便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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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价每公斤较最高位下降11元

南方九省区市是我国传统生猪产区，也是猪肉消费比较集中的
区域，常年生猪出栏量接近全国总出栏量的“半壁江山”。生猪产能
能否尽快止跌回升，对全国猪肉市场稳价保供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农业农村部召开了南方九省区市生猪生产调度会。会议
明确，生猪生产实行省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严格落
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养猪大县要定期调度政策落实情况，对禁
养区超划等做法要及时整改；加强对养殖、流通、屠宰等各环节管
理，统筹抓好禽肉和牛羊肉等替代品生产，确保元旦、春节期间群
众“菜篮子”供应。

根据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成都市主要‘菜篮子’产品生
产和价格信息监测报告（十月份）”，猪肉消费进入传统腌腊制作
期，受价格高位运行影响，腌腊消费量预计较往年明显缩减，但在
整体供应偏紧的环境下，预计元旦、春节前猪肉价格将保持高位
运行。同时，随着禽肉、水产等多元化消费增长，加之各地库存冻
肉因轮换需求逐步出库、禽肉等畜产品供应增加，能够保障肉类
产品供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闫宇恒 叶燕 摄影记者 吕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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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整治猪肉市场
从省外调入猪肉

趋
势

腌腊消费或较往年缩减
元旦、春节前或保持高位

这只凤头潜鸭这只凤头潜鸭，，很受伤
挂着鱼钩、鱼线 被爱鸟人士发现
德阳相关部门有奖征集打鸟捕鸟等伤害鸟儿行为的线索

“‘科技鸥’又来德阳了！”11
月16日下午，四川德阳观鸟会志
愿者在德阳旌湖岷江桥东岸，发
现一只背部戴有GPS卫星定位器
和脚环标识的红嘴鸥，随即用相
机拍下照片并发布到网上，引起
爱鸟网友关注。德阳观鸟协会一
负责人介绍，因为脚环太小，看
不清上面的数据，暂时无法确定
是哪个科研单位放置的。

“当天，刚好一个观鸟团10多
人到德阳观鸟，下午观鸟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只科技鸥。”该志愿者
介绍，16日下午，他在德阳旌湖岷
江桥东岸，发现了这只背部戴有
GPS卫星定位器和脚环标识的红
嘴鸥，不过目前暂时未能确定是哪
个科研单位放置的。2015年、2017

年，德阳也曾出现过携带GPS卫星
定位装置的红嘴鸥，它的行踪当时
就被志愿者用镜头记录下来。

据昆明市林业局消息，2014
年年底，昆明启动“海鸥去哪儿”
科学探秘行动，放飞34只携带
GPS卫星定位装置的红嘴鸥。经
过记录，收集到数万条数据，清
晰描绘出红嘴鸥的生活习性、活
动路线和栖息地。

多年的追踪数据显示，目前
确定的红嘴鸥三条迁徙路线都
要经过成都、德阳等地。部分红
嘴鸥有着惊人的活动能力，在云
南阳宗海、星云湖，四川若尔盖
等高原湖泊、沼泽留下了足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图据受访者

携高科技装备
惊艳现身德阳

这只红嘴鸥这只红嘴鸥，，

很洋盘

两大学生原始森林迷路
警方、村民13小时

成功救援

迷失原始森林，被困
于悬崖上，四川某高校大
四学生韩玉某某和陈次某
某两人情绪开始紧张、暴
躁，并不断催促救援民警，
接二连三地向民警打电
话，要求派直升机对他们
进行快速救援……

11月 18日，记者从甘
孜州丹巴县公安局了解到，
经过13个小时的救援，被
困的2名学生已被营救平
安归校。

重回 时代

被困者成功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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