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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真连日来，黄浦
江上游水域漂浮死
猪事件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上海
市政府已明确要求
各主管部门全力做
好应对处置工作，
确保饮用水源地取
水安全及自来水厂
供 水 符 合 国 家 标
准。目前，黄浦江原
水的自来水水厂水
质均符合国家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
一份死猪样品被检
出猪圆环病毒病源
阳性，据专家介绍，
猪圆环病毒病不属
于人畜共患病。

本报记者 瞿艳花
章涵意

源头基本锁定：
2800余头死猪主要来自嘉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前天晚上，本市
松江、金山区水域已打捞起邻省漂至黄浦
江上游的死猪2800余头。按照国家标准

《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
规程》，松江、金山区已对打捞上岸的死猪
进行无害化处理。本市动物疫病防控部
门、卫生疾控部门正在着力做好防疫等工
作。

根据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对松
江水域收集的部分生猪耳标进行信息核
查，初步确定这些死猪主要来自邻近的浙
江省嘉兴地区。本月4日起，《 嘉兴日报》
也以《 乱扔死猪现象再次抬头》为题，连
续报道了当地大批生猪病死及扔弃河道
等现象。

目前上海市农委已与浙江省畜牧兽
医局、嘉兴市委农办沟通，并派员赴嘉兴
市通报情况，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当
地养殖户向河道抛扔死猪行为，防止发生
类似事件。据调查，本市没有发现向黄浦
江等河道扔弃死猪现象，也没有发现重大
动物疫情。

从上周以来，上海市政府已多次召集
市农委、市绿化市容局、市水务局、市环保
局、市卫生局、松江区政府等相关部门研
究应对处置这一事件。昨天上午再次举行
专题会议，明确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全力做
好死猪就地无害化处置工作，并进一步加
强沪郊水源环境质量监测等工作。

市水务局：
自来水厂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3月8日晚市水务局接报黄浦江上游
河道内出现死猪漂浮后，立即启动供水应
急预案，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取水的松
江、金山、奉贤、闵行等区供水企业（ 约占
全市原水量22!）加强水质监测。

市水务局表示，已要求相关供水企
业采取强化常规处理工艺，适当提高出
厂水余氯至2.0毫克/升，以确保供水安
全。加强原水水质监测。相关区水务部门
对原水水质进行跟踪监测，重点对耗氧
量、氨氮、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指标

进行化验分析。目前，上述指标均处于正
常范围。

水务部门还要求相关供水企业在开
展出厂水水质日常检测的基础上，重点对
耗氧量、总大肠菌群等敏感指标提高检测
频率到4小时一次，确保供水安全。目前，
经滚动检测，采用黄浦江原水的自来水水
厂水质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出厂水菌落总数及总大肠菌群均为0。

市农委：
1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病

记者昨天从市农委获悉，黄浦江松江
段水域漂浮死猪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已会同松江区动物
疫控中心，现场采集了死猪的心、肝、脾、
肺、肾、淋巴结、扁桃体等内脏样品共5
套。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
室采用荧光PCR方法检测了6种病原，包
括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
3种重大动物疫病，以及猪伪狂犬病、猪
圆环病毒病、猪流行性腹泻等3种生猪常
见疫病。结果从一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
毒病原阳性，其余样品所有检测项目均为
阴性。

据了解，猪圆环病毒病是由猪圆环病
毒2型引起猪的一种传染病，是一种近年
来比较多发的猪的传染性疫病，这种疾病
通常在饲养管理不善、卫生条件差、不同
来源及年龄的猪混群、饲养密度过高及仔
猪免疫力低下等情况下诱发。一旦患上这
种病，可引起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

（ PMWS）等多种疾病，临床上特征是感
染率高，但病死率较低，为10" 30!，也不
属于人畜共患病。

市农委表示，将继续追溯源头，调查
原因，并同兄弟地区联手，采取措施，制止
向河道抛扔死猪。

针对浙江嘉兴漂浮死猪事件，市食
安办已要求全市各相关监管部门加强本
市猪肉供应市场的监督检查，截至目前
为止，未发现有病死猪流入本市市场。各
相关监管部门将继续密切跟踪，加强监
督抽查，一经发现，立即收缴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一律从严
重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上
海市动物防疫条例》、《 上海食用农产品
安全监管暂行办法》和《 上海市生猪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病
死畜禽及其产品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进
行无害化处理。

按照农业部要求就是坚持“ 四不准、

一处理”原则，即：不准宰杀、不准销售、
不准食用、不准转运，必须进行无害化处
理。本市高度重视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
理工作。2003年，建成国内首家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站———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
理中心，将病死畜禽统一实行焚烧处理。

老式居民区凌晨火灾 老夫妻赤脚逃生
本报讯 实习生 柴一森 记者 柏可

林 昨天凌晨1点左右，徐汇区泰安路26号
五楼一户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公安、消防、
救护部门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约
20分钟后，火被扑灭。所幸，居民撤离及
时，事故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记者在五楼失火的房屋内看到，家具
已被烧得所剩无几，墙壁的水泥涂层在大
火的烘烤下几近脱落。屋内杂乱不堪，地上
散落着衣物和被烧毁的家用电器，楼道阳
台上堆放着一些从失火房屋内抢救出来的
结婚照、奖状等物品。中午，相关人员正在
清理屋内杂物，表示并不清楚起火原因。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火灾发生时，屋
内正住着一对老年夫妻，“ 那对老夫妻连

袜子都来不及穿，赤着脚就跑出来了。老
太太由于受惊过度，连心脏病也犯了。”住
在楼下的刘阿姨告诉记者，事发当时她正
在屋内睡觉，隐约听到楼上有动静，爬起
来一看，发现楼上不断有黑烟冒出，呛得
人透不过气来：“ 当时楼上火光熊熊，还能
听到木头燃烧的‘ 噼啪’声，怕大火会蔓
延下来，拿了点钱就匆忙下楼了。”

有居民反映，由于小区“ 岁数大了”，
房屋存在明显裂缝，而且小区内群租现象
普遍，杂物随意堆放，环境卫生问题令人
堪忧，“ 希望这次火灾能引起相关部门重
视，加紧治理违规现象。”

目前，火灾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当中。

冒用朋友身份证上网吧 谁知朋友竟是逃犯
本报讯 马鈜 通讯员 卿公轩 彭亮

近日，青浦警方前往某网吧抓捕在逃人员
张某，谁知此张某非彼张某，原来该名男
子是借用了其逃犯朋友的身份证在网吧
上网，随后民警根据该名男子提供的情况
将在逃人员张某抓获。

2013年3月3日早上，青浦警方得到线
索，一名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网上追逃的
犯罪嫌疑人张某在青浦区某网吧上网，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结果发现此张某并非犯
罪嫌疑人，他只是冒用了犯罪嫌疑人的身
份证件。此张某狡辩是在路上捡到的身份

证，并不认识身份证上的人。民警识破了
张某的谎言并告知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所
承担的法律后果，张某这才坦白是跟朋友
借的身份证。随即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另一
张姓男子抓获。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青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冒用他人居
民身份证件在网吧上网，无论该身份证件
是亲戚朋友的，还是别人遗失的，都属于
违法行为。如果从事犯罪活动的，还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于疏于登记核
实的网吧也将从重处罚。

浦东大型商场拟建“ 消费争议和解机制”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消费者小王日前

在浦东新区周浦万达广场某知名牛仔裤
专卖店购买了一条牛仔裤，价值800余元，
回家洗涤后发现掉色比较厉害，怀疑存在
质量问题，但与专卖店协商退货未果。于
是他找到了该广场的消费争议和解中心，
和解中心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
立即展开沟通调解，最终帮助小王拿到了
全额退款。

工商浦东新区分局表示，正深入推进
消费争议和解制度建设，不断前移维权端
口，方便消费者维权，促进“ 投诉不出门、
和解在现场”。

目前，工商浦东新区分局着重在三类
企业中先行建立“ 消费争议和解机制”，

分别为：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卖
场、商场和电商。这些企业是商品零售服
务的主渠道，销售量约占上海市商品零售
总额的七成以上；消费申投诉量靠前的行
业龙头企业。该分局主动联合消保委，根
据近年来的消费者申（ 投） 诉量统计分
析，将消费者申（ 投）诉量靠前的行业龙
头企业作为建立企业和解机制的推广单
位；大型农贸及家具建材市场。一方面，这
类市场具有商户众多，纠纷频发等特点，
有自我消化纠纷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
市场主办者通常都有自身处理纠纷的人
员和制度，有许多制度设计、调解技巧方
面的经验，稍加指导即可实现向“ 消费争
议和解中心”转型。

》相关链接

病死猪应如何进行规范化处理？

位于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横港村的一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埋有近5000头死猪，
近期仍不断有新的死猪被填入。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电缆屡遭贼手 上海警方鼓励市民举报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60公斤、价值2万

余元的电缆线，偷来后却被以每公斤40元
的价格当废铜烂铁贱卖。日前，上海警方
一举捣毁一个盗、运、销电缆线犯罪团伙，
成功破获宝山罗泾地区发生的多起盗窃
电缆线案件。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宝山罗泾地区
连续发生多起盗窃架空电缆线案件。1月
15日4时许，当犯罪嫌疑人在罗泾镇某村
宅门口正欲作案时，被巡逻至此的民警截
获，嫌疑人情急之下各自逃窜，民警当场
抓获嫌疑男子王某，后经过围追堵截，在
顾村镇某村一小路上将另一名嫌疑人陈
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陈某交代
了自2012年12月以来携带作案工具窜至
宝山区罗泾等地区先后多次盗窃架空电
缆线的犯罪事实。后警方又根据所掌握线
索，在月浦镇抓获了涉嫌收赃的个体废品
站老板黄某。

经查，自2012年12月以来，黄某在明
知王某所持电缆线是盗窃所得的情况下，
仍先后3次予以收购。值得一提的是，在该
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偷盗电缆线60
余公斤，价值近20000元，对周边通讯方面
造成较大损失并严重影响了居民供电，而
销赃时当废铜烂铁贱卖给个体废品站，获
利仅2000余元。

廉价的作案工具、简单的作案方式、
快速的销赃渠道，使犯罪分子频频对上海
的露天电缆施以黑手。据了解，近期，全市
公安接报偷盗道路公共设施案件有明显
上升。在被盗的公共设施中，偷盗通讯电
缆、供电架空线占六成以上，严重影响了
地区群众的正常供电、通讯。

警方呼吁，维护保护公共设施是每一
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关系着每一
个市民的个人生活，希望市民能够积极举
报犯罪线索，群策群力，为平安上海献一
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