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通讯
员粤农轩报道： 为保障 2020 年
元旦 、 春节期间肉品质量安全 ，
12 月 4 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通知 ， 组织各地对辖区屠宰场
进行一次地毯式排查 ， 并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打击生猪私屠滥宰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

通知要求 ， 各地要加大对收
购、贩运、销售病死猪等违法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
2019年以来，广东积极开展生

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截至目前，
全省开展生猪屠宰监督执法7685
次，捣毁私屠滥宰窝点130个。

日前 ， 省农业农村厅门户网
站公示确定广州皇上皇集团股份
有 限 公 司 孔 旺 记 肉 业 分 公 司 等
20家企业为广东省第一批生猪
屠宰标准化企业并颁发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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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是广东农业大市。 受非
洲猪瘟影响， 湛江今年前三季度
生 猪 存 栏 量 比 去 年 下 降 超 过
30%。

近期，得益于财政支持加大等
举措，一批数十万头、百万头年出
栏规模的生猪养殖项目在湛江陆
续落成。 一个生猪年产能超过400
万头、以“大企业、大规模、大产能”
为特征的养猪大市正在形成。

最近一段时间， 湛江市养猪
行业的官员和企业都很忙。

“我们正加紧推进一批养猪
项目， 遂溪县种养结合百万头生
猪产业链项目已签约动工， 雷州
市和徐闻县也有两个 100 万头猪
场项目， 遂溪县乐民镇种猪场项
目已在建。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专
职副主任陈新说。

遂溪县乐民镇种猪场是一个
占地500亩的现代化种猪场，设计
规模为存栏母猪1.5万头，年出栏
30万头仔猪， 由广东壹号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 投资额约2亿
元，明年5月前就可投入运营。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总监马崇伟说：“公司
除了乐民镇的种猪场， 在雷州已
有 30 万头规模的育肥猪场开始
报建,并且还在计划扩大规模，这
两天都在开会讨论，忙得很。 ”

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湛

江生猪产能下降幅度较大。 陈新
说，2019 年第三季度全市生猪存
栏 159.24 万头，比去年同期减少
88 万头，降幅达 36%。

今年下半年以来， 这一趋势
逐渐被扭转。 一批密集落地的高
水平养猪大项目， 让湛江生猪产
能大幅提升。

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曾征民说， 公司在遂
溪县的广前种猪场刚拿到了从国
外引进种猪的海关批文，1400 头
母猪即将从法国空运回国。 在雷
州市和徐闻县有 4 个年出栏 10
万头以上规模的养猪场， 明年上
半年就可以投产。

陈新说，按已有规划，湛江明
年产能将达到 400 多万头。 如顺
利 ，5 年后产能将达到 700 多万
头。“湛江今年底生猪产能将实现
恢复性增长， 明年下半年将恢复
到正常供给水平。 ”他说。

记者在湛江采访了解到，下
半年来落地或开工的养猪场，都
是广垦畜牧集团、壹号土猪、正大
集团等大企业的项目。

截至目前， 广东已有 7 个市
县与 10 家知名企业签订了招商
投资意向书，计划新增 1500 万头
规模化养猪产能。 其中不少大企
业的目光落在了湛江。

曾征民告诉记者，按计划，广
垦畜牧集团将投入 30亿元 ，到
2023年在湛江达到300万头、广东
全省达到500万头的年出栏量。

湛江 400 多万头生猪产能的

快速落地， 是广东生猪稳生产保
供给的一个缩影。 广东通过“实
钱、实地、实作为”，在实实在在解
决复产痛点的同时， 推动生猪养
殖产业链提升。

———给“实钱”，省级财政投
入23亿元。 广东省财政安排2亿
元， 支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规模猪场贷款贴息等。 省
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拟
出资21亿元， 联合企业建立子基
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生猪产业。

———给“实地”，审批流程快
了 1 个多月。 广东全省放松生猪
规模养殖用地用途管制和简化办
理程序， 优先安排涉及的新增建
设用地。 湛江也快速落实增加养
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政策， 并开
始排查整顿不合理的禁养区。 马
崇伟说，原来新建一个养猪场，土
地审批要 3 到 5 个月， 现在比原
来至少快了 1 个月。

———考核“实作为”，生猪出栏
保底数成“硬指标”。新出台的广东
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十条
措施，给每个市划定了生猪生产红
线，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其中有13
个地市年出栏量在100万头以上。

多方支持推动生猪产能进入
快速恢复期。 广东省农村农业厅
提供的数据显示，10 月广东全省
500 头以上规模养猪场能繁母猪
存栏比 7 月份增加 7.34%。 大型
养猪企业种猪产能加快恢复，9 月
“菜篮子”生猪基地种猪补栏数环
比增加 271%。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
通讯员林荫报道：12 月 4 日 ，
2019 穿越北回归线风景带———
广东自然保护地探秘活动启动
仪式在丹霞山举行。

启动仪式后，探秘队伍跟随
探秘指引人员进入丹霞山风景
名胜区进行了骑行和徒步体验，
一起体验了地质地貌、 动植物、
客家文化等自然教育体验课程。

据广东省林业局专家介
绍， 全球北回归线带位于受副
热带高气压带控制或影响的区
域，在南北纬 30 度及周边。 我
国北回归线穿越区域中， 广东
的北回归线穿越区域是唯一同
时拥有森林生态系统、 地下河
生态系统、大型河流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的区域， 是全球
北回归线荒漠带上少有的绿
洲。 北回归线从珠江三角洲区
域穿过，此处河网纵横、湿地广

布， 加之广东海岸线长度居全
国之最， 这样的环境使广东北
回归线风景带成为我国拥有冬
候鸟种类最多的地区。

广东省林业局透露，本次穿
越北回归线风景带———广东自
然保护地探秘活动，整个探秘活
动为期两个月， 共有 19 家自然
保护地单位参与并向公众开放，
有实地徒步活动和自然教育体
验等内容。

有意参加各保护地单位探
秘活动的广大市民可关注广东
林业官微发布的“广东自然保护
地开放预约平台系统”。 扫描二
维码进入系统， 在预约平台上，
广大市民可报名获取 19 家保护
地的免费参与自然课堂的机会。
内容包含有广东省地质地貌、动
植物、气象天文和生态建设等科
普，亦有民俗文化文化、手工和
生活体验等公益免费课程。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
通讯员冯炳豪报道： 今天是国际
志愿者日。 记者从广东省河长办
获悉， 截至目前， 全省在广东志
愿者网“i 志愿”平台注册的护河

志愿者人数达 10.5 万人，累计服
务时数 43 万小时。 截至目前，全
省共开展 4196 场巡河护河志愿
活动， 组建护河志愿队伍 1505
支，建立护河志愿阵地 135 个。

广东已有 7 市县签招商意向书，计划新增 1500 万头规模化养猪产能

湛江明年养猪产能超400万头
广东启动穿越北回归线风景带探秘活动，为期 2 个月

19 家自然保护地将免费开放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简文杨 李饶尧

12 月 4 日， 中山大
学南校区梁銶琚堂座无
虚席。由中山大学党委宣
传部主办、 中共中山大
学附属第六医院委员会
承办的“王磊同志先进
事迹宣讲报告会” 在这
里举行（右图）。 来自中
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
党员医护人员们用故事
讲述、 情景再现的形式，
缅怀他们已经离去的好
同志、好老师，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中山
六院副院长王磊教授。
中大各院系（附属医院）
教职工代表、 学生代表、
校友代表等到场聆听。

这一天，是王磊教授
离开人世的第 158 天。

王磊是国内知名的胃肠肛门
外科专家。他所带领的放射性肠炎
诊疗团队管理着国内规模最大的
放射性肠炎诊疗中心，收治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各类复杂放射性肠道
损伤患者 500 余例；原创的直肠癌
扩大左半切除新术式———“天河术
式”受到医疗界极大关注，相关领域
的研究有效推动了国内结直肠癌预
防与诊治的技术发展， 曾作为第三
完成人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第一完成人获 2018 年度广

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获全
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 广东省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
领军人才、 岭南名医、“新时代中大
力量”典型人物等称号。

2018 年初， 王磊教授被确诊
为胰腺癌晚期，面对死亡率极高的
“癌中之王”， 他选择了不退缩、不
放弃，他说：“我或许无法延长生命
的长度，但是我可以主宰生命的厚
度。 ”面对几乎等同于生命即将终

结的“判决”，王磊以钢铁般的意志
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继续奋斗在
科研、临床一线。在他的推动下，国
内首部“中国放射性直肠炎诊治专
家共识”制定出台，建立了国内诊
治的行业标准；在美国临床肿瘤大
会上，他带着病躯向来自全球的近
万名肿瘤专家阐述消化道领域唯
一一个来自中国的结直肠癌研究
报告。

2019 年 6 月，王磊因病离世，年
仅 50 岁。

4 日下午，一场紧张的手术情
景拉开了报告会的序幕———这是
一出情景模拟短剧，却也是王磊生
前最常经历的情景，即使在他患病
后， 在被严格控制的工作时间里，
他依然接诊了患者 600 余人，参与
手术近百例，在网上回答患者的咨
询不计其数。病床上紧急危重的病
人、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经过医护人员不懈努力，患者最终
转危为安，病人家属紧锁的眉头也
舒展开来。

“患者至上 ”，是王磊的座右
铭 ，也是他一生秉承的理念 。 中
山六院党委办公室刘畅曾经是
王磊教授的联系秘书 。 她说，帮
助患者切除病灶 ，更要协助患者
重建新生，这是王磊最愿看到的
结果。

中山六院普外科硕士研究生
孙逸洲是王磊的学生之一， 他回
忆，老师总是会毫无保留地将私人
科研笔记分享给学生。“实验心得
和数据，是每一个科研人的立身之

本， 他却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们，
只是为了让我们少走弯路。 ”

2018 年 4 月 1 日，王磊接受了
肿瘤切除手术。 他在无影灯下躺了
整整 12� 小时，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
一周。 术后不到两个月，他就重新出
现在诊室、手术室、学术会议之中。

有人曾问他，你为何还如此奋
力付出？王磊回答：“我已经知道自
己的生命期限了， 我就倒着生长，
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让每一
天都过得有意义。 ”

在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
余敏斌教授眼里， 王磊敬业
奉献，一生追求医学理想，为
人坦荡， 治学严谨， 工作勤
勉。 作为医者，他仁心仁术一
切以患者为先， 为师者蜡炬
成灰，以人才培养为己任；作
为探索者，他将“冷门”研究
领域做到世界闻名； 作为创
业者， 他呕心沥血共铸现代
化三甲医院。

中山六院党委书记李汉
荣说， 王磊代表着全体一线
医务工作者的执着、坚守。 她
透露， 中山六院的医护人员
们用业余时间和休息时间排
练、本色出演，形成了这样一
场特别的演出， 深切怀念着
这位大家尊敬的师长、 可爱
的同事。

中山六院院长文卫平
说， 王磊同志作为一名基层
党员干部， 始终以医学事业
为重，锐意进取、无私奉献，

“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遭遇“癌王”突袭，他不退缩放弃

坚持“患者至上”，是他毕生追求

坚守医学理想，
他是我辈英雄

广东10万人注册护河志愿者
累计服务时数 43 万小时

粤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私宰生猪
行动为期三个月，将进行地毯式排查

广东2019年首批20家生猪屠宰标准化企业

中山大学举办“王磊同志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

“或许无法延长生命长度
但可以主宰生命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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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史古村落借力减税降费
建空港文旅小镇成网红打卡点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凤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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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
的凤和村，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
的古村落。 这个村落一度是只剩
下 70 多人留守且少有外来租户
的“空心村”，但近年来，随着广
州市加大对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的扶持力度，当地政府利用凤和
村地处广州空港经济区的地缘
优势，在原生村落之上创新培育
出一个集餐饮零售、 民宿酒店、
休闲娱乐、文创艺术等多元业态
为一体的特色空港文旅小镇。

在这个旧村落向传统与现
代城镇交融蜕变过程中，力度不
断加大的减税降费成为其中一
个重要的助推因素，激发了众多
企业到空港文旅小镇创新创业
的热情。

减税降费为小镇活化赋能

力迅地产旗下的广州迅和
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空港文旅小镇整体改造运营。 该
公司负责人罗小虎介绍，在国家
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后，集
团公司有了更多的流动资金，这
是原来专注于传统地产业务的力
迅向文旅板块发力的一个重要因
素，也让空港文旅小镇快速发展
有了更多的资金保障和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把凤和村这
条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空心村’盘
活， 将其打造成为广州白云机场
南面的旅游新地标。 ”据罗小虎介
绍，今年国庆期间，空港文旅小镇
引进了神秘恐龙主题乐园， 打造
了紫藤花长廊， 还设置了景观热
气球艺术区、 古风油纸伞区以及
大师艺术展区， 吸引了上万名市
民游客前来观光， 成为白云区国
庆假期新晋网红打卡点。

“目前进驻小镇的企业 80%

以上都是小规模纳税人，随着增
值税免税标准从月销售额 3 万
元提高至月销售额 10 万元，这
些企业基本上都不用交增值税
了，运营成本降低让更多企业愿
意来这里寻求更多可能。 ”罗小
虎说。

作为第一家入驻小镇的酒
店，广州禾平里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刘颖谈到，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提高后，酒店
每年可以少交近 9 万元的税款，
“我们打算继续加大投入， 在小
镇开设多几家分店”。

减税降费助燃青年创业梦

在发展模式上， 空港文旅小
镇正积极尝试众创空间和科技企
业孵化器等形式， 降低企业发展
门槛，吸引更多特色企业进驻。

“这几年减税降费力度越来
越大，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为创
业创新提供了优渥的土壤，特别对
一些年轻人，更加坚定了他们前来
自主创业的信心。 ”罗小虎说。

目前，支持“双创”税收优惠
政策已覆盖企业初创期、 成长
期、成熟期，共计 80 多项优惠政
策为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了“真金
白银”的支持。 为更好地帮助小
镇年轻创业者，广州市白云区税
务局团组织专门成立了税务青
年助企团， 定期到小镇点对点、
面对面分析贴合企业特征的减
税降费政策，用政策红利助力空
港文旅小镇发展。

在小镇知星餐饮奶茶店里，
“90 后”冯美枝跟几个大学同学
共同创业开设的这家奶茶店正
走上正轨。“今年的一系列免税
政策，前三季度就为我们节省了
近万元的税款。 ”冯美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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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舒适无痛种牙三年 他越活越年轻！
文 /路得“广东省公益科普爱牙工程”发补贴：数字化种植牙 1 折起机会，种两颗，首颗低至 1080 元！ 缺牙市民拨打

020-8375� 2288 申领（名额有限 先报先得）

数字化舒适种植牙亲历者

朱老伯 62 岁
牙齿症状：失去咀嚼能力、日常饮食依靠搅拌机。
种牙方案：数字化舒适种植上颌 3 颗，下颌 4 颗。

用了三年，和真牙一样坚固
“我一共种了 7 颗牙，是不是看起来和

真的一样。 ”朱老伯开心地露出一口整齐的
好牙，“不仅比以前的牙美观， 而且还很坚
固，现在吃东西很得劲儿。 ”

朱老伯表示，种牙使用三年来很方便、
没什么后遗症。 按照医生的提示，朱老伯按
部就班做口腔清洁工作、注意牙周维护、定
期回院复查：“因为专家告诉我这样可以使
种植牙用得更久，国外有个人用了 50 多年
现在还好好地，我也想！ ”

他容光焕发，仿佛年轻好几岁
“种牙前，连颗青菜都咬不动，现在经

常和亲友叹早茶，吃得好开心！”朱老伯激
动地分享种牙后生活，容光焕发的他仿佛
年轻了好几岁。 以前没了牙齿只能强忍着
看别人吃，现在科技进步有了数字化舒适
种植牙技术， 缺牙市民也可以重享口福。
他希望有相同遭遇的长者别忍着，早种牙
早享福。

数字化舒适种牙，最多缺牙者选
作为数字化种植牙标杆机构， 广州某口腔机

构从多方面优化整合口腔诊疗体系， 提升国内口
腔诊疗水平。拥有数字化导板输出端口，引进百位
临床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 数百名专业资质护理
团队，导入数字化舒适无痛学科，成立十六大质控
小组，为种牙市民的诊疗安全层层把关。

朱老伯接受采访，对数字化种牙赞不绝口

每位客户的种植方案由6-10位博硕专家多重把关 术前用电脑数次模拟种植，保证植体就位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