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猪瘟是什么样的疫病？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

急性、烈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严重危害着
全球养猪业。我国将非洲猪瘟列为一类动物
疫病，是烈性外来疫病，其强毒力毒株对生猪
致病率高，致死率100%。

非洲猪瘟会感染人吗？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猪是非洲猪

瘟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 除家猪和野猪外, 其
它动物不感染该病毒。虽然对猪有致命危
险，但对人却没有危害，属于典型的传猪不传
人型病毒。

非洲猪瘟的传播方式
传播途径为经口和上呼吸道感染，短距

离内可发生空气传播。健康猪与病猪直接接
触可被传染。或通过饲喂污染的饲料、泔水、
剩菜及肉屑；生物媒介(钝缘软蜱)；污染的栏
舍、车辆、器具、衣物等间接传染。

国际航空/轮船食物垃圾、走私猪和相关

动物产品、过境人员夹带肉类等是国外疫情
传入高风险途径。

家猪放养自由采食、与野猪接触、养殖密
度大、调运频繁、饲喂不经高温泔水和生物安
全措施不严等也可造成疫情传播。

吸血昆虫如蚊虫，叮咬病毒血症猪后，再
叮咬未感染猪，可在猪群中机械性传播该病。

非洲猪瘟能否采取免疫措施？
非洲猪瘟目前尚无有效疫苗，只能采取

扑杀净化措施。
临床症状
不同品种、年龄的猪均可发生，最急性型

发病猪无明显临床症状突然死亡，有些病猪
的临床症状同急性型。病死率高达 100%。
急性型感染ASFV后潜伏期5-15天，最先出
现的症状是体温升高（41-42℃）。表现为精
神沉郁、厌食、扎堆，耳、鼻、四肢、腹部皮肤黏
膜广泛性出血和出血点，末梢等部位皮肤出
现发绀，甚至有出血块；粪便表面有血液和黏

液覆盖；共济失调或步态僵直，呼吸困难，病
猪一般常在发热后7天，出现症状后1-2天死
亡。

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认为是疑似非洲
猪瘟发病？

非洲猪瘟症状与常见猪瘟相似，如果免
疫过猪瘟疫苗的猪出现无症状突然死亡异常
增多，或大量生猪出现步态僵直，呼吸困难，
腹泻或便秘，粪便带血，关节肿胀，局部皮肤
溃疡、坏死等症状，可怀疑为非洲猪瘟。

发生了疑似非洲猪瘟应该怎么办？
养殖户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症状时，应立

即隔离猪群，限制猪群移动，并立即通知当地
村级防疫员或当地兽医机构，同时要做好消
毒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移动监管。村级
防疫员要加强疫情排查，早期识别感染，一旦
发现疑似疫情，应协助养殖户隔离猪群，限制
移动，并加强消毒，及时上报。屠宰场官方兽
医要重点排查淋巴结等器官组织的症状，发

现有类似猪瘟症状的，要采取隔离消毒措施，
并按要求采集抗凝血、扁桃体、肾脏、淋巴结
等样品送检。

养殖户该如何防控非洲猪瘟？
防控非洲猪瘟，重点是做好猪群饲养管

理，做到“五要四不要”。“五要”：一要减少场
外人员和车辆进入猪场；二要对人员和车辆
入场前彻底消毒；三要对猪群实施全进全出
饲养管理；四要对新引进生猪实施隔离；五要
按规定申报检疫。“四不要”：不要使用餐馆、
食堂的泔水或餐余垃圾喂猪；不要散放饲养，
避免家猪与野猪接触；不要从疫区调运生猪；
不要对出现的可疑病例隐瞒不报。

防治方法
加强进口种猪和猪产品的检疫，坚决做

好国际机场及港口的废物、垃圾的销毁处理
工作。一旦有可疑非洲猪瘟发生，要采取果
断的扑杀措施，严格封锁，彻底消毒。病毒对
环境的抵抗力较强，在 23℃经 120 天仍存

活。在热带，猪圈内的病毒至少可存活 2
周。有效消毒剂的种类较少。目前，最有效
的消毒剂是10%的笨及苯酚。OIE推荐使用
的其他消毒剂包括0.8%的氢氧化钠、0.3％福
尔马林和2.3%的次氯酸盐等。生猪养殖者要
严禁从疫区调运生猪，注意做好日常消毒工
作，尽可能封闭饲养生猪，采取隔离防护措
施，尽量避免与野猪、钝缘软蜱接触，严禁使
用未经高温处理的餐馆、食堂的泔水或餐余
垃圾饲喂生猪。一旦出现不明原因死亡异常
增多且有猪瘟类似症状的，应及时上报当地
兽医部门。

非洲猪瘟的防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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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郭 婉 遗 失 下 列 营 业 执 照 ，分 别 为 ：注 册 号

429004601060286（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29004MA49T6LD79（正本）。特声明作废。

湖北新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1、三线车缝工：300 名，男女不限，

18－45岁，待遇3000－6000元。2、平机
缝纫工：200名，男女不限，18－45岁，待
遇3000－6000元。3、热合工：100名，男
女不限，18－45岁，待遇3000－6000元。
4、点焊工：20名，男女不限，18－45岁，待
遇3000－6000元。5、清剪折叠打包工：
200名，男女不限，18－45岁，待遇3000－
6000元。

康舒电子有限公司
1、普工：300 名，男女不限，18—45

岁，待遇 3500 元以上。2、技术员：1 名，
男女不限，18－60 岁，待遇 3000 元以
上。3、人事行政专员：1 名，男女不限，
18－35岁，待遇3000元以上。4、生产计
划员：1 名，男女不限，20—30 岁，待遇
3500元以上。5、采购人员：1名，男女不
限，20－35 岁，待遇 3500 元以上。6、操

作员：1 名，男女不限，18－45 岁，待遇
3500元以上。7、报关人员：1名，男女不
限，18—60 岁，待遇 3500 元以上。8、机
械设计工程技术人员：1 名，男女不限，
20－35岁，待遇3500元以上。9、电气自
动化：1 名，男女不限，18—60 岁，待遇
3500元以上。10、保安员：1名，男，20－
35岁，待遇3500元。

湖北银河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普工：200 名，男女不限，22－45

岁，待遇3000－5000元。2、瓦楞纸板制
作工：8 名，男，25－40 岁，待遇 3000－
3500元。3、其他印后制作人员：4名，男
女不限，20－45岁，待遇3000－5000元。
4、销售跟单：2名，男女不限，20－45岁，
待遇3000－4000元。5、仓库管理：1名，
男女不限，25—40 岁，待遇 2800－3500
元。6、搬运工：5 名，男女不限，35—55
岁，待遇2500－4000元。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
1、操作工：100名，男女不限，50岁以

下，待遇2900－4500元。2、储备干部：10
名，男女不限，20－30 岁，待遇 3000－
5000元。3、翻译（短期）：1名，男女不限，
35岁以下，待遇3000元。4、机修工/电气
维修工：5名，男，45岁以下，待遇3500－
5000 元。5、仓库管理/叉车工：各 2 名，
男女不限，45 岁以下，待遇 2900－4000
元。6、微生物检验员：2 名，女，25－30
岁，待遇 2900－4500 元。7、质检员：10
名，女，35 岁以下，待遇 2900－4500 元。
8、销售客服：2名，男女不限，35岁以下，
待遇 2000－3000 元。9、销售业务员：1
名，男女不限，40岁以下，待遇3000元以
上。10、QA专员：1名，男女不限，22－35
岁，待遇300－4500元。11、QA工程师：
1 名，男女不限，45 岁以下，待遇 3000 元
以上。

富迪物流产业园
1、拣货员：6名，男，18－40岁，待遇

2300－4400元。2、操作员：4名，女，18－
35岁，待遇2300－3000元。3、搬运工：15
名，男，35－55 岁，待遇 2400－4000 元。
4、货车驾驶员：7名，男，18－50岁，待遇
3000－4500 元。5、叉车司机：2 名，男，
22－40岁，待遇2300－5000元。6、保洁
员：2 名，男女不限，45－60 岁，待遇
2300－3000元。7、复核员：1名，女，18－
35岁，待遇2300－4000元。

仙桃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每周二、
周五举办现场招聘会，请用人单位注册
仙桃就业网（www.xtjy.gov.cn）并提前预
约展位，更多信息请到市场咨询。

咨询电话：0728－3204949
地址：市劳动就业局一楼（原天马宾

馆）

公 告
为方便广大群众祭扫，有效缓解祭扫高峰拥堵，本所拟

对西门进行加宽取直延伸改造。请在廊墓区购买廊墓3排
6号（逝者：朱晓姣，亲属：王卫斌）、6排12号（逝者：杜爱玲，
亲属：胡露）的客户速与本所业务大厅销售人员联系（联系
方式：2712376），协商具体搬迁事宜。

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若无客户与销售人员联
系，本所将联系市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后，完成相关搬
迁工作。

特此公告。
仙桃市皇河故园管理所

2018年8月20日

仙桃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招聘信息

国家统计局9月13日发布的报
告显示，改革开放的 40 年，是中华
文化蓬勃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文
化产业不断壮大的 40 年。我国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年提
高，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持续提升，文
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国家文
化软实力得到提升。

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心理从传统封
闭向现代开放演变，文化消费需求
质量不断提高、数量不断增加。培
育和发展文化产业被摆在突出位
置，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出台，有效
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明显提高。

我国文化市场准入逐步放宽，
市场主体、经营方式日趋多元，文化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传
统文化企业转型升级，基于“互联

网+”的新型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文化
产业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格局，稳步
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

经初步测算，2017年我国文化
产业实现增加值 35462 亿元，比
2004年增长9.3倍；2005-2017年年
均增长 19.7%（未扣除价格因素影
响，下同），比同期GDP现价年均增
速高6.3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呈现出
快速增长的态势。

新的文化业态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文化消费

需求不断发展，多元化、多层次文化
消费格局逐渐形成。党的十八大以
来，文化与互联网、旅游、体育等行
业融合发展，跨界融合已成为文化
产业发展最突出的特点。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
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新
的文化业态应运而生。数字内容、
动漫游戏、视频直播等基于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型文化业态成为
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
点，“互联网+文化”成为文化产业
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文化产业的 10 个行业类别
中，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
化信息传输服务业发展迅猛，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业蓬勃发展。文化
骨干企业不断壮大，成为文化产业
实现较快发展的主体力量。2016
年，骨干企业数仅占全部文化产业
法人单位的 4.2%，但实现增加值
20406 亿元，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比重达 66.3%，有力支撑了我国文
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中华文化逐渐突破语言障碍、文化
和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话语体系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文化交
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
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中华文

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得到提升。

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为建设文化
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经
之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
文化贸易的意见》出台后，我国文化
贸易迈上新台阶，文化产品进出口
连续多年保持顺差，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取得积极进
展。

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
总额为971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
869亿美元，增长8.5倍，2007-2017
年年均增长 22.7%；文化产品贸易
顺差为793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
702 亿美元，增长 7.7 倍，年均增长
21.8%。

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17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5%，占
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 18.1%，比
上年增加1.2个百分点。

（央广网）

文化产业向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迈进

贵州省从江县加鸠镇加水村金秋梯田风光。

（上接第一版）
“对于互联网产品尤其是微信，总

书记兴趣浓厚，问得也多也细。我们
演示了微信的文字、表情、语音等互动
方式，并现场拍下一张照片，展示微信
的图片传送功能。”马化腾说。

当总书记得知，微信已在东南亚、
中东等市场占有率领先，是中国互联
网企业成功走出国门的一款代表性产
品，他表示肯定并关切地询问在国际
竞争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鼓励腾
讯不断进取，为民族互联网产业走向
世界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指出，现在
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
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
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
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
希望腾讯继续保持创新优势，为推动
中国互联网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能够强烈感受到，总书记具有深
邃思想、宽广视野和世界眼光，对互联
网和科技创新高度重视。”马化腾说，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应当成
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总书记的讲
话，让我们创新创业更有劲头！我向
总书记表了态：腾讯人将在高新技术
领域创造更多佳绩！”

郑宏杰（时任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局长）：

总书记叮嘱我们不搞“瓜菜代”
“虽然只有短短 40 分钟，但是我

们充分感受到了总书记的领袖风范和
人格魅力，当时脑子里跳出4个字：国
运到了！”

2012年12月7日下午3时许，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前海，这是他深圳考察的
第一站。郑宏杰时任前海管理局局长，
他负责向总书记介绍前海建设情况。

当时的前海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
工地，伴着施工机械的轰鸣，郑宏杰向
总书记作了简要汇报。

听完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极目远
眺。“总书记兴致很高，他说，前海现在
这种建设场面，使我们回忆起深圳初
创时期的景象，一张白纸，从零开始，
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关键是怎么
画好。”总书记提出3点要求：一是依
托香港，二是服务内地，三是国际化。

回想起总书记站在坡上讲话的场
景，郑宏杰仍很激动：“我现在还记得，
他的鞋上落了一层灰。总书记指出，
把前海作为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
继续获得经验并向全国推广。要发扬
特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做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落实好先行先试的特

殊政策。他鼓励我们大胆地往前走。”
“一定要注重高端，要精耕细作、

精雕细琢，不能搞一堆‘瓜菜代’。”习
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郑宏杰记得格
外清楚，“他确实高瞻远瞩，想得更深、
看得更远。”

邓锦辉（罗湖区渔民村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

总书记希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渔民村，与罗湖口岸近在咫尺，与

香港隔江相望。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来到这里，考

察了村党群服务中心、警务室和居委
会，还走进村民家里，与大家围坐在一
起，拉家常、说变化。

“见到总书记，我的心都快蹦出来
了！”邓锦辉回忆，习近平总书记问得
特别细：渔民村现在有多少栋楼房，如
何出租，出租的对象是谁，全村多少
人，每户一年有多少收入？“总书记还
夸我们，居委会工作功不可没。这话
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从当初的小渔村到如今花园式的
现代化社区，渔民村的变化是深圳改
革开放40年的缩影。

邓锦辉介绍，渔民村原住民是东莞
一带水上漂泊的渔民。改革开放后，大
伙儿开始承包鱼塘搞养殖，买“泥头车”
（拉建筑用料的卡车——记者注）跑运
输，办来料加工厂，凭着特区政策和毗
邻香港的优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
为国内最早的“万元户村”。

邓锦辉就是村里的第一批“万元
户”，1982年就住上了2层的小楼。现
在的社区是村里统一盖的，一共12栋
高层，出租了 1200 余套，由物业公司
统一出租和管理，村民每户年收入能
达到50万元左右。

看到渔民村的幸福生活，习近平总
书记说：“这是历史性的跨越！看到你
们生活过得好，我非常高兴！希望你们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在渔民村社区广场，习近平总书
记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还抱
起一个婴儿。

“总书记说，社区居民对党的改革
开放政策的衷心拥护，感情很真实，看
了很高兴，希望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上车后，总书记还不停挥手，跟我
们说再见。当时特别感动，眼泪一直
在眼眶里打转！”

“这几年，总书记经常提到获得
感、幸福感，体现了党的领袖的为民情
怀。”邓锦辉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村里人都有一个愿望，请总书记再来
看看我们今天的变化！”

总书记发出深化改革动员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