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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殿生：
以忠魂谱壮歌

武殿生，男，中共党员，1953 年
11月8日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今海
伦市），197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77年退役后成为伊春市公安局伊
春分局旭日派出所民警。1980年 8
月13日，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武殿生
被对方扔出的手榴弹击中，不幸壮烈
牺牲，年仅27岁。

武殿生在部队服役期间，遵守纪
律、勤奋工作，两次受到连队嘉奖。
参加工作后，他工作的辖区为棚户
区，人口多、治安秩序差。为尽快熟
悉工作，他对辖区的常住人口坚持入
户熟悉，有的住户白天家中没人，他
就利用晚上及星期天、节假日去辖区
走访，熟悉人口情况。通过不懈努
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就将辖区
人口情况、每个家庭经济情况熟记在
心。

武殿生在当户籍警两年多的时
间里，先后帮教12名有恶习的青少
年，这些人都改掉了恶习，其中有的
还考上了大学。由于他紧紧依靠群
众，有效地做好了预防犯罪工作，管
区内的发案率逐年下降，得到了群众
的交口称赞。

1980年 8月11日晚，一临时工
因没有转为正式工人而对单位领导
怀恨在心，身带盗来的10枚手榴弹，
先后把3枚手榴弹甩进3位单位领导
家屋内，随后带着剩余的手榴弹潜
逃。那段时间，武殿生正患病在家休
息，他不顾重病在身，立即投入到追
捕逃犯的战斗中。当搜索到一条偏
僻的街道时，他发现了爆炸犯罪嫌疑
人的身影，便不顾一切地猛冲上去，
被犯罪嫌疑人甩出的一枚手榴弹炸
中，倒在地上，因其伤势过重，经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

武殿生同志牺牲后，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1980年
11月8日，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2009年9月，他被评选为新中国成立
60年来黑龙江省公安保卫战线最具
影响力英雄模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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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秀峰：
铁警血肉筑忠魂

路秀峰，1948年出生，1977年参
加公安工作，生前为天津铁路公安处
天津站派出所民警。1980年8月17
日，在审查犯罪嫌疑人时，嫌疑人开
枪向路秀峰等民警射击，路秀峰在与
嫌疑人搏斗过程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1980年8月，路秀峰被追认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同年9月被追授一级
英模荣誉称号。

1980年8月初，来自当时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的男子梁
大东、王新国、白永胜，盗窃了临河县
武装部大批枪支弹药。随后，他们计
划乘车去东北，密谋干几起“惊天动
地的大案”，中途在天津火车站转
车。8月16日晚，3人在车站广场逗
留时，由于形迹可疑被天津站派出所
执勤民警马幼航带至派出所值班室，
由值班民警路秀峰、路明做进一步审
查。

在派出所值班室内，路秀峰和路
明决定先审白永胜。白永胜百般掩
盖事实，对抗审查。此时，在候问室
待审的梁大东、王新国异常紧张，不
时伸手摸向别在腰间、子弹上膛的手
枪。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新国询问时，
王新国答话含糊不清，矛盾百出，路
秀峰站起身来准备对他进行例行检
查。王新国猛然窜起，撩开上衣前
襟，伸手去拔别在腰间的两支五四式
手枪。路秀峰猛扑上去扭住其胳膊
夺下手枪。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路
明猛地抬头，发现梁大东正隔着屋门
的玻璃举枪瞄准民警。路明来不及
多想，向正在弯腰捡枪的路秀峰大
喊：“注意后面！”话音未落，梁大东已
经踹开房门，朝民警疯狂开枪。

路秀峰迅速转身，冒着被子弹击
中的危险，向嫌疑人梁大东扑了上
去，死死地抓住梁的小臂，迫使其双
手高举，难以平射。梁大东斜下枪
口，再次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路秀
峰的后脑。路秀峰迎着枪口，忍住剧
痛，再次顽强地用身体撞向梁大东，
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将嫌疑人逼退，
为战友赢得宝贵时间。然而，梁大东
再次开枪，路秀峰胸口中枪，壮烈牺
牲。 据新华社

9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
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
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

切沟通。工作层将于9月中旬开展认真
磋商，为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做
好充分准备。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
力，采取实际行动，为磋商创造良好条
件。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

加通话。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5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双方一致认
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下一
步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针对有媒体提问，若美方加征关税

继续升级，中方是否会如期赴美，高峰
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这不
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
界。在今天上午的通话中，双方一致认
为，应共同努力，采取实际行动，为下一
步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据新华社

双方同意10月初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继 3 日被英国议会下院夺取议会
议程控制权之后，力主在 10 月底

“脱欧”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再遭打
击：4日，议会下院表决通过旨在阻止约翰
逊的保守党政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并
否决了约翰逊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

由于约翰逊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得到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9月3日才结束夏
休复会的议会将于9月第二周再次休会至
10月14日。届时，英国距“脱欧”最后期限
仅有约两周时间。府院之争将把“脱欧”
推向何方，备受舆论关注。

斗法谁占上风
约翰逊8月末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得

到女王批准，使得议员在“脱欧”问题上行
使权力时间仅剩约两周时间，“无协议脱
欧”可能性大增。然而，在9月3日复会后
的关键一周，议会下院在与约翰逊斗法中
连出重拳，致后者两天内连遭重挫。

英国议会下院3日通过动议，从约
翰逊手中夺取议会议程控制权。4日，
英国议会下院通过法案明确要求，如果
英国和欧盟在“脱欧”截止日期10月31
日之前未能就“脱欧”问题达成协议，首
相必须向欧盟致信请求延期“脱欧”。

约翰逊称这一法案为“投降法案”，
指出在“脱欧”谈判中英国政府的手脚将
因此被束缚。不甘受挫的约翰逊随后提
议在10月15日提前举行大选。但在反

对党工党多数议员离席不投票情况下，
提前举行大选动议最终遭到下院拒绝。

为何遭受挫败
分析认为，前几天还宣称“不想要

提前举行大选”的约翰逊之所以打出
“提前举行选举”这张牌，实乃“脱欧”梦
想在议会下院遭到粉碎后的无奈之举。

作为仅靠保守党全国十几万党员选

出来领导议会少数派政府的首相，约翰
逊在政府与议会的斗法中明显底气不
足。包括前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
内的21位保守党议员冒着被开除党籍、
葬送政治前途危险，临阵倒戈，在议会下
院表决中与反对派站在一起，将这位新
任保守党党魁推入连遭失败的窘境。

4日，在议会下院就约翰逊提前举
行大选动议进行表决前，反对党工党领

袖杰里米·科尔宾指责约翰逊在“玩一
场不诚实的游戏”以迫使英国“脱欧”。
经他呼吁，多数工党议员离席未参与投
票。这一动议终因支持提前举行大选
票数未达到规定所需（全部650名议员
中三分之二以上票数）而被否决。

“脱欧”前景如何
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

结果揭晓后，戴维·卡梅伦和特雷莎·梅
两位首相先后下台。围绕“脱欧”议题，
英国政府与议会一直打得不可开交，但

“脱欧”的航船下一步将驶向何方至今
仍不明了。英国媒体分析说，截至目
前，最终结果仍存在从“无协议脱欧”到
不“脱欧”的种种可能性。

距英国政府与欧盟确定的“脱欧”
截止日期10月31日已不遥远，离英国
议会再次休会也只有寥寥数天。保守
党政府与议会下院正加紧出招，争取施
加更大影响。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选项
的约翰逊没有放弃努力。4日晚，他暗
示将在议会继续提出提前举行大选动
议，并呼吁反对派议员给予考虑。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外孙、保守党议
员尼古拉斯·索姆斯在4日议会表决后表
示，“脱欧”是他一生中遇到分歧最大的问
题，“脱欧”之困使英国的国际影响力“犹
如自由落体一般”急剧下降。 据新华社

近期生猪供应出现紧张，猪肉价格明显上涨。猪肉是我
国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类食品，保障供应事关民生、事
关大局。

为确保百姓碗里不缺肉、困难群众生活有保障，从中央到
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围绕猪肉保供稳价的工作全面展开。

新华社记者近日分赴多地，围绕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深
度采访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农业养殖大户和业内权威专家，带
来最新消息。

全力以赴保生产供应
千方百计稳猪肉价格

问5

英国议会下院阻止“无协议脱欧”
约翰逊提前大选动议被否

府院之争将把“脱欧”推向何方？

1问
全力以赴，中央如何应对？

受非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
加影响，猪肉价格出现明显上涨。

事关民生需求、市场稳定，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一系列兼顾当前
和长远的政策密集出台，让养殖户、消
费者吃下定心丸。

正午时分，河南省新蔡县最大的
生猪养殖户刘军建正满头大汗地指挥
工人给新建的猪舍安装制冷设备。“新
猪舍8000平方米，计划养6000头猪，
月底就能投产。”

今年是刘军建从事生猪养殖的第
22个年头。受疫情影响，前几个月养
殖场存栏率持续减少，但6月份开始稳
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猪倌”不仅没
有心慌，还更有“野心”了。

刘军建正在筹备二期7000平方
米的项目，“虽然市场波动，但长期行
情看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规
模化养殖，正是扩产能的好时机。”

养殖户和企业信心逐步恢复背
后，是各项政策的强有力支撑。

年初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紧密部
署，各部门已采取一系列行动，政策组
合拳集中发力——

3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意见，要求
地方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能繁母猪和育肥
猪保险等政策资金，支持生猪养殖场
户尽快恢复生产；

同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生猪
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方案和指导地方做
好冻猪肉储备调节工作的通知，牵头
推动中央和地方冻猪肉储备收储；

6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要求强
化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给予生
猪养殖企业贷款贴息支持……

入秋后，随着消费高峰临近，猪肉
价格高位运行，新措施密集出台。

8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明确五大举措，包括综合施策恢复生猪
生产；地方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
猪禁养、限养规定；发展规模养殖，支持
农户养猪；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保
障猪肉供应、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8月30日，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
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
各地要严格按照省负总责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要求，坚决完成生猪稳产
保供目标任务；要千方百计保障猪肉
市场供应，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和串通
涨价等不法行为，积极发展禽肉等替
代品生产，加大冻猪肉储备规模。

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
保持物价总体稳定，落实猪肉保供稳价
措施，适时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有钱养、有地养、运得出、供得上，
各部门紧锣密鼓、一系列极具针对性
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

8月底，交通运输部提出，2019年
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对
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
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

9月4日，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
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非
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方式，

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
政策，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力度，提
高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保额；

9月5日，自然资源部紧急出台文
件，明确取消生猪养殖附属设施用地
15亩上限规定，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的前提下生猪养殖可用一般耕地等
多项保障用地需求的措施……

人们关心，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
假期，猪肉供应能否满足需求？百姓
碗里的肉有保障吗？

年初开始的收储工作正在见效。
“目前冻猪肉储备具备相当规模，有能
力、有条件保障重要节假日和消费高
峰期的居民猪肉消费。”国家发展改革
委价格司司长岳修虎说。

“从肉类总体供应看，考虑到替代
品生产发展较快、进口增加、猪肉消费
下降等因素，今年肉类供应是有保障
的，老百姓碗里不会缺肉。”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监测信息处处长辛国昌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肉牛出栏较去年同期增加39万
头，肉羊出栏增加212万只，家禽出栏
增加3.05亿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
长4.3%。上半年猪肉进口81.9万吨，
增长26.4%，预计后期还有增加余地。

2问
合力应对，地方如何行动？

位于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簕竹镇
新田村深山里的温文选现代家庭农
场，虽处在严密的疫情防控中，但存栏
量接近饱和。

温文选现代家庭农场工作人员崔
骞告诉记者，养猪场设计规模2400头，
现存栏2305头。“这批猪出栏后会立马
投产下一批，依然满负荷。”崔骞说，当
前养猪有双重利好，一是国家和广东省
有一系列支持生猪养殖的好政策，二是
猪肉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利润高。

压实百姓“菜篮子”，地方政府责无
旁贷。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江西、四
川、江苏、河南、广东、山东等多地已出

台政策，稳定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
8月，四川省15个部门联合印发

全省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九条
措施。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秀彬
说，关键要突出发展生猪生产保证市
场供应、突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生产保供、突出“用地、资金、人才”三
大要素保障、突出推动生猪产业转型
升级，突出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
常秩序。

全国生猪生产大省和调出大省江
西已全面启动生猪复产增养行动计
划，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带
动，加大引种扩繁力度，新建、改扩建
一批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增加生
猪存栏规模。

围绕“不敢养”“不想养”“没钱养”
“怎么养”等关键问题，河南省强调坚
持不懈抓好非洲猪瘟防控，不折不扣
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千方百计加强
金融保险服务，因势利导推动生猪产
业转型升级。

3问
供应紧张，何时缓解？

记者走访一线养殖企业发现，受
高盈利驱动，近期疫情较平稳区域的
养殖户信心明显增强。

崔骞所在的养殖场是大型农牧企
业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
养殖场。温氏集团副总裁梅锦方说，
公司正积极扩大生产，加快投产已竣
工项目和新项目开工建设。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说，6月份以来
全国生猪养殖盈利大幅提升，部分区
域养殖场户补栏积极性明显提高，生
猪生产恢复出现向好迹象，后市预期
趋于乐观。

按照生猪养殖成本与出栏价格测
算，当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的
肥猪，盈利额超过1000元，处在较高
盈利区间。

一些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正抓住时

机大幅扩张产能。公开报告显示，1至
7月，天邦股份累计出栏生猪167.8万
头，同比增长55%；正邦科技累计出栏
365.3万头，同比增长26%；傲农生物
累计出栏生猪39.9万头，同比增幅达
6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副研究员朱增勇说，一般4月到7月是
疫情高发期，到9月后疫情会进入相对
平稳期，这为生猪产能恢复创造条件。

“生猪养殖从引种到出栏周期较
长，供应全面恢复还有一段时间。希
望社会和百姓能够保持一定耐心，目
前国家、部门、各省区市都在积极行
动，全力保障生产恢复和肉品供给。”
辛国昌说。

4问
猪肉涨价

会拉动整体物价大幅上涨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8%，
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27%，影响
CPI上涨约0.59个百分点。

“从今后一段时间看，物价不具备全
面大幅上涨的基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分
析，当前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总
体充裕，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宏观物价
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具备坚实基础。

价格由供求决定。郭丽岩说，猪
肉价格上涨虽会对其他可替代肉类价
格有拉动作用，但也同样会推动肉禽
等替代品生产增加，随着供应量上升，
预计价格也将回落。

“近期鲜果、鲜菜价格回落明显，
将拉动食品类价格涨幅回落，成为稳
定CPI的因素。”她说。

8月30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
平均价为每公斤1.82元，比前一周下
降6.19%，比去年同期下降14.55%，处
于近几年同期最低点。水果加权平均
价为每公斤 2.4 元，比前一周下降
6.98%，同比下降14.29%。

5问
物价上涨

困难群众生活如何保障？

食品价格上涨，关键不能让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影响。

岳修虎告诉记者，4月份以来，全
国多数地方启动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截至
目前，已有2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金额约24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9000余万人次。

据了解，云南省已启动城乡低保
对象和特困人员价格临时补贴与物价
上涨联动机制，为符合条件的昆明、曲
靖、保山等7个州市的185.47万名低
收入群众发放了价格临时补贴。武汉
市也启动对包括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低保对
象在内的八类困难群体近20万名群众
提供物价补贴。

当前尤其要防止不法分子扰乱市
场秩序。岳修虎说，国家已作出专门
部署，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
奇、串通涨价等不法行为。 据新华社

9月4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约翰逊（右前）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