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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波）9月 4
日，记者从市应急局获悉，受高温
少雨天气影响，截至9月1日18
时，全市17个区县51.09万人受
灾，其中,渝东北地区成为受灾最
严重区域。

据通报，今年8月全市平均
气 温 为 28.4℃ ，较 常 年 同 期
（27.3℃）显著偏高1.1℃；全市平
均35℃以上高温日数为16.6天，
较常年同期（10.3 天）偏多 6.3
天。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89.5 毫
米，较常年同期（144.8毫米）和去
年同期（135.6毫米）均偏少4成。

8月20日起，市应急局等相
关部门派出6个工作组，分赴渝
东北、渝西片区指导开展抗旱工
作。截至9月 1日，工作组已对
巫山、奉节、黔江、石柱、荣昌等
10 个区县开展督察，对城乡重
要供水水源地 26处、农村饮用
水工程 37处进行了实地查勘，
并走访了部分群众，了解当前抗
旱供水情况。

本次旱灾发生后，巫山、云
阳、万州、丰都、潼南、秀山、石
柱、永川等8个区县已完成应急
调水约400万吨，投入抽水调水

设备 1300余台套（次），投入抗
旱救援人次30000余人次，出动
应急抗旱调度车辆600余台次。

9月 3日，市防办组织市水
利局、市应急局等单位召开抗
旱救灾工作协调会，紧急调度
一批抗旱救灾物资驰援抗旱
救灾工作；市水利局已集合潜
水泵、柴油发电机组、离心泵
等 204台（套、组），分批次调往
旱区；安能集团第八分公司已
派出工作组调查旱情，并于 9
月 4 日起分批次调运救灾物
资、设备。

重庆17个区县遭受旱灾
多部门联动全力救灾多部门联动全力救灾

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巫山县部分高山区群
众饮水出现困难。为此，该县组织各乡镇用农用
车定点定时为群众送水，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用

水。图为近日，巫山县两坪乡的送水车在为朝元
村村民送水。

特约通讯员 卢先庆 摄

此轮猪肉持续涨价势头凶
猛，连许多长期搞农业、甚至研究
农业的人，可能也没有预料到。

其背后原因究竞是什么呢？
有人说，去年 8 月以来的非洲猪
瘟是罪魁祸首。

此说有一定道理，在非洲猪
瘟发生的地区，生猪养殖受到的
影响确实很大，甚至是毁灭性的
打击。但是，从深层次上来分析，
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算不
上最重要的原因。

（一）

“看嘛，要不了多久，这猪
肉 价 格 就 要 上 涨 。”早 在 两 年
前，笔者在农村采访时，就听到
一些搞农业的基层干部发出这
样的预警。

“猪肉价格涨跌是正常现象，
而且有一个周期性，多年来都是
如此。”笔者不以为然。

“这可不是周期性的问题。”
这些基层干部说，这是养猪产能
下降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笔者追
问。

这些基层干部说，这样多的
规模养殖场被关闭，减少了养猪
的基础能力，养的猪少了，上市的
猪肉少了，价格不涨才怪呢？

这些基层干部的预警，引起
了笔者的注意，仔细走访，果然是
个问题——在不少区县，所关闭
的养殖场达上百家，多的甚至达
两三百家。

近些年来，由于生猪养殖结
构的变化，市场上的猪肉，主要来
自于规模养殖场，农村散户养殖
已退居其次。因而，这样多的养
殖场关闭，可以说是极大地降低
了生猪生产的基础产能。

当然，这些被关闭的养殖场，
多数是因为环保不达标，或是建
在禁养区和限养区内以致被关
闭。但是，单纯为了完成环保任
务一关了之，就存在影响到市民

“菜篮子”这一民生问题。
事实也证明了这种一关了之

的做法不妥，是在降低生猪生产
的基础产能。而这，已引起了中
央的重视——8月30日召开的全
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
视电话会议，就提出了要立即清
理超出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各类
生猪禁养限养规定。

（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关了
之、一禁了之的做法，在基层不仅
仅表现在养殖场的关闭上，在其
它方面也存在。

比如，在一些地区，就出现了
在保护水生态的口号下，要求所
有农村水库、山坪塘都禁止设施
养鱼，对已经安装有增氧机等设
施的养鱼塘，更是硬性拆掉相关
设施。

这种一关了之，一禁了之的
做法，还只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
次上看，其实体现的是对农业生

产的忽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

安天下的产业，中央极为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
饭碗要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可
在基层，忽视农业生产的情形却
非个别。

“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可以
到市场上去买。自己不养猪，市
场上也能买到。”持这种观点的基
层领导干部，不在少数。他们甚
至认为，搞农业，农民富不起来，
财政也好不起来，只要把工业和
三产业搞好了，一切问题就迎刃
而解。

正因为有这种观点，莫说重
视养猪，就是粮食安全这一中央
反复强调的问题，不少地方也只
是嘴上重要，干起来不重要，甚至
为了眼前的利益可以不要。

（三）

“多了砍，少了赶”。这是几
十年来农业产业发展中不时出现
的一条“定律”。虽然这“定律”不
科学，也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
但事实却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明知不可，却偏偏要去实践
这“定律”。

记得10年前那次猪肉价格上
涨和市场供应紧张，也是因为农

民（那时还是农户散养为主）的养
殖积极性下降，生猪产能受损。
政府在应对时，采取了由财政补
助，发展规模养殖场的方式，迅速
扩大了生猪生产的基础产能。

这种扶持规模养殖的路子
是对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在一
两年时间内，规模养殖场就迅速
地发展了起来。可惜，由于一窝
蜂上马，导致了猪肉又供大于
求，价格下跌，养猪亏本，不少规
模养殖场变成了“摆设”，只见猪
圈不见猪。

“要从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
加大对养殖场户政策支持力度，
有效调动养殖积极性。”这是8月
30 日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
场 供 应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上 提 出
的。可以预料，在国家财政扶
持、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的激励
下，养殖场户的养殖积极性将很
快调动起来。

但是，在再次促进生猪基础
产能提高中，需要理性，要从市场
需求、环保等多方面来科学地布
局，不能再走到“多了砍”或“因环
保不达标而关”的“定律”上去。
必须严格按刚刚发出的《中国共
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要求：“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循
序渐进，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
不一刀切。”

持续涨价的背后
——猪肉持续涨价观察（下）

奉节“晒中赛·屏中评”
展示乡镇（街道）工作亮点

本报讯（通讯员 龙在林）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从今年9月—2020年上
半年，奉节县将开展“晒中赛·屏
中评”亮点展示推介活动，展示各
乡镇（街道）的工作亮点。

据了解，该活动将按照“打
造长江经济带上的绿色生态强
县和区域性功能中心”的要求，
深度挖掘各乡镇（街道）的历史
文化资源、特色产业，采取拍视
频、讲故事等方式，充分展示奉
节各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
人文风韵及城乡风貌之美，宣
传推介33个乡镇（街道）的特色

亮点，打响“三峡之巅•诗橙奉
节”核心品牌。

“活动中，各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将作为主讲人，现
场讲述文化旅游、特色产业、工
作实绩等方面的工作亮点，并
制作成5分钟具有现场感、故事
性的电视短片推出。”奉节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9月9日
至明年上半年，将在媒体平台
每周推出2个乡镇（街道），每个
乡镇（街道）宣传推介5天，并开
通网上投票专区，引导网民点
赞互动。最终，将根据投票结
果和专家评审意见，对5分钟电
视短片进行评价评优。

铜梁1140户贫困农户
年内搬出危旧房住新房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赵
武强）9月3日上午，在铜梁区
二坪镇狮子村5社建卡贫困户
贺大谷家中，镇干部田云生和
镇村建办工作人员检查了贺家
新建房屋的建筑质量。

“到9月上旬，全镇19户贫
困农户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其
中17户新建房屋户大部分已经
搬入了新房，剩下的也将在10
月底前搬进新居。”田云生说。

据铜梁区住建委村建科负
责人池云江介绍，今年，铜梁区
继续把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纳入重点民生实事范畴，并作
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来
抓，全区28个镇街均把建卡贫
困户、低保户、残疾人户、散居
五保户、就地农转城户等困难
群众，优先纳入最急需解决住

房改造的行列，通过个人申请、
村社评议、镇街核实、公示上墙
等程序，最终确定了对28个镇
街的1140户住房困难家庭实
施农村危旧房改造。

据介绍，对D类危房改造，
除国家给予每户的3.5万元补
助资金外，铜梁区还自加压力，
增加补贴1万元。与此同时，还
由区财政筹资564万元，用于
配套改厕、院坝硬化和绿化等，
以优化居住环境，提升困难群
众的生活质量。

“按照当前进度，铜梁危旧
房新建和改造工作已完成任务
的80%，大多数群众已搬进了新
房，剩下的也正在抓紧施工建
设，预计年内可全部完成改造，
确保困难群众在明年春节前告
别危旧房搬进新居。”池云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