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肉作为国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之

一，其价格的波动对民众生活及物价走势

均影响较大——从去年的高峰俯冲至如今

的谷底，猪肉价格上演了“过山车”行情，直

至当前，生猪稳产保供基础仍不牢固，价格

急速走低给生猪养殖带来新的冲击……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

务部、银保监会6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

《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5部分共17

条举措，以期缓解市场周期性波动。

生猪产业经历剧烈调整

8月10日，商务部发布的8月2~8日

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显示，猪肉批发

价格每公斤20.56元，虽比前一周略涨

0.1%，但与今年 1月 4~10日的每公斤

46.77元相比，价格已然遭遇“腰斩”。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1世

纪以来，中国生猪生产出现了5次较大波

动，尤其是最近一次，生猪存栏量和能繁

母猪存栏量大幅减少，叠加非洲猪瘟和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恢复难度较大。目前生

猪生产已完全恢复，猪肉市场供应相对充

裕，价格明显回落。然而，生猪产业稳定

发展的基础依然不牢固，近一个时期，猪

肉价格回落较快，生猪养殖出现亏损，养

殖场（户）发展生产积极性受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

际情报室主任、副研究员张学彪表示，此

轮猪肉价格大幅波动，受到多种因素交织

影响。从“猪周期”角度来看，本轮“猪周

期”始于环保政策的实施，叠加非洲猪瘟、

新冠肺炎疫情、稳产保供强力政策等各种

因素，导致生猪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目前仍在调整过程当中，急需相关配套措

施辅助以确保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经历了很多次较大波动，我国生猪

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生产的大起大落

和价格的大涨大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毛学峰表示，“尽管

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无论在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猪肉价格都存在较大的

市场波动和明显的周期性，有的‘猪周期’

甚至长达四年。因此，猪肉养殖不应过度

关注短期得失，应该追求平均利润。各方

要接受猪肉价格的波动性，让市场来完成

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适当提

高生猪市场的波动容忍度，让生猪市场竞

争更加充分，同时避免出现长周期波动。”

构建稳产保供长效机制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按照中国居民肉类消费习惯，猪肉价格既关

系民生，也关系农民增收。同时，由于猪肉

价格在CPI计算中占有较大权重，直接影响

着CPI涨跌，“猪周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

济周期产生影响。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出手

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意见》提到，用5~10年时间基本形

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调控有效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疫病防控能力明

显增强，政策保障体系基本完善，市场周期

性波动得到有效缓解，猪肉供应安全保障

能力持续增强，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

《意见》提出四方面主要措施：

一是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

策。稳定生猪贷款政策，支持将符合条件

的生猪养殖相关贷款按程序纳入政策性

业务范围。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鼓励和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并扩大生猪收入

保险。深入推进生猪规模养殖项目环评

“放管服”改革。各地不得超越法律法规

规定随意扩大禁养区范围。

二是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

把住能繁母猪这个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的

“总开关”，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

心调控指标，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

机制，保持能繁母猪合理存栏水平。

三是完善生猪稳产保供综合应急体

系。建立生猪产业综合信息平台，强化全

产业链监测预警，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疫

病防控，加强猪肉储备调节，科学引导猪

肉进口节奏。

四是持续推进生猪产业现代化。协

同推进规模养殖场和中小养殖场（户）发

展，建设现代生猪种业，优化生猪屠宰加

工布局，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张学彪表示，“省负总责”是近两年稳

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主要特点，

保供也成为《意见》的政策发力点。《意见》

侧重建立稳产保供的长效机制，不搞政策

“急转弯”。

张学彪认为，当前我国生猪产业还存

在疫病防控体系薄弱、调控手段灵活性不

足等问题，影响着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在生猪保供方面，要更好地对产销两

端进行监测和调节，以弥补产销信息的不

对称缺口。

“建议各地在落实《意见》的过程中注

意三方面：一是保持生猪生产扶持政策的

稳定性，确保产业健康发展。二是创新扶

持生猪产业的金融产品和模式。三是区

分主产区与主销区，各省区市应结合地区

实际积极制定具体配套措施。”张学彪

说。 （本报综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相关规定，《西峡县春风卫生保健
制品有限公司迁移新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
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xr0rPv1ED5IL4JbpNyH-
kAg提取码：qs3f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西峡县春风卫生保健制品有限公
司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受影响的及关注本项

目建设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P3kZYg2V4yZzyv-
llG20D1w提取码：y2nt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写信、发邮件、打电话

或面谈等形式，向西峡县春风卫生保
健制品有限公司反馈您的宝贵意见和
建议。

建设单位：西峡县春风卫生保健
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西峡县城春风路联系人：李
主任 联系电话：0377-69682966

邮箱：17247919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征询时间为2021年8月6

日至2021年8月19日，共10个工作日。
西峡县春风卫生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2021年8月6日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提升农产品快
检民生实事

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快检民生

实事，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做深三篇文

章。一是做深“考核”文章，把阳性检

出立即销毁的简单粗放的解决方式，

改为跟进执法抽检，提升执法办案的

实效性。二是做深“培训”文章,为基

层食用农产品监管人员、城区农贸市

场经营户开展快检知识培训。三是

做深“服务”文章，开展上门指导。

（朱晓东）

本报讯 8月12日，牧原股份披

露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据披

露，加上另筹资金，牧原股份拟投资

88.7亿元用于新增23个生猪养殖基

地，新增养殖规模677万头；拟投资

22.87亿元用于新建4个生猪屠宰项

目，合计屠宰能力1300万头。

据了解，牧原股份新增生猪养殖

项目主要分布在河南、吉林、山西等

地，按照项目建设周期2年来算，预计

2024年左右可以实现正常出栏。

近年来，牧原股份在生猪养殖领

域扩张步伐明显。该公司发布的7月

生猪销售数据显示，7月当月销售

301.1万头生猪，2021年已累计销售

2044.7 万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

2020 年全年公司销售的 1811.5 万

头。

今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明显回

落。此外，小麦、玉米、豆粕等原粮价

格持续上升，动物防疫成本也在提

高，生猪养殖行业整体盈利不断被压

缩。

在行业步入周期低谷之时，牧原

股份为何要逆势扩张产能？对此，牧

原股份表示，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是生猪养殖行业的必然趋势，公司

需把握机会，巩固和提升市场领先地

位。另外，行业内大型生猪养殖企业

向下游延伸产业链趋势明显，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业务对公司未来发展有

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业内人士认为，牧原股份此次

扩建产能，一是通过技术和成本优

势，抢占市场份额；二是通过发展下

游屠宰深加工等，强健产业链，发挥

上下游的协同效应，熨平行业的周期

波动。 （尚证）

本报讯 8月12日，双汇发展披露

2021年中期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约348.42亿元，同比下滑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5.37亿元，同比下滑16.57%。

双汇发展表示，收入下降主要是

受本期猪价、肉价下降较大的影响，利

润下降主要原因是2020年冻品盈利

基数较高、本期由于中外价差收窄进

口肉盈利下降、员工及市场费用的投

入增加等。

双汇发展的经销模式分代理销售

与直接销售。截至2021年6月末，公

司共有经销商17394家，对比年初净

增加39家，增幅0.22%。公司坚持以

屠宰业和肉类加工业为核心，向上游

发展饲料业和养殖业，向下游发展包

装业、商业，配套发展外贸业、调味品

业等。

双汇发展表示，今年下半年，公司

将加强营销模式创新，加强人才引进

和培育，打造精英管理团队，进一步推

动品牌年轻化。

同时，将以市场为导向参与竞争，

按照“鲜销为主”的经营策略，发挥品

牌优势、中外协同优势、工业布局优

势和销售网络优势，扩大鲜销规模，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市场占

有率。

（刘金娥）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爱
国王岚莹）8月10日上午，在叶县保安

镇上海泰缘现代农业示范园，16个对虾

养殖池塘一字排列，工人们正头顶烈日

忙着给虾苗投料。

“目前我们的对虾养殖基地，总面积

200多亩，养殖面积100多亩，每亩产对

虾1000多斤，解决了当地56名群众就

业，又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示范园技

术员宋海定说。

保安镇是叶县4个山区乡镇之一，

荒山荒坡面积1万多亩，境内有水库6

座、河流4条、大小池塘80多个，群众有

传统的水产养殖技术。近年来，该镇依

托水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开展招商引

资活动，发展龙头企业，组建产业集群，

增加群众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宋海鹏是叶县龙泉乡人，也是上海泰

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

一。2020年，在家乡招商、亲商、安商的

感召下，宋海鹏在临近燕山水库保安镇柳

庄村流转200亩土地发展水产养殖。他

利用多孔发酵纤维、微生态激活袋等塘水

净化新技术，在原有藕塘基础上开挖池

塘，开展南美白对虾养殖，当年收获颇丰。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水产养殖业，保

安镇党委、镇政府制定了水产养殖业发

展规划，通过召开会议、现场观摩、专家

讲座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水产养殖户

依托龙头企业，扩大养殖生产规模，优化

水产养殖模式，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全面

推进集约化经营和产业化经营，提高水

产品养殖效益，叫响水产品品牌。

目前，保安镇南美白对虾、花鲢、黑

斑蛙等特色水产养殖基地已初见规模，

辐射带动全镇发展水产养殖面积2万余

亩，年产量达20万斤以上，水产养殖业

现已成为兴镇富民的主导产业。

“下一步，我们镇将利用旅游线路和丰

富的山水资源，引导群众发展特色水产品

养殖业，促进特色水产品养殖产业与旅游

业的融合发展。”该镇宣统委员彭亚峥说。

8月10日，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村民使用玉米秸秆收割机青贮玉米。近年来，该村通过党建引领发展村集体经济，实施“党组织+公

司+合作社”模式，养殖肉牛1500头。此外，该村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使养殖肉牛有了充足饲料。 康红军摄

本报讯 近日，漯河市召陵区畜牧局

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畜牧

业稳产保供工作。认真实施良种母猪及

仔猪引进补贴政策，通过多个微信工作

群，扩大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有需求的养

殖企业引进良种母猪和仔猪，目前已拨

付奖补资金65300元。

通过实施老旧养殖场（户）改造项目，

鼓励养殖企业改扩建养殖圈舍，更新养殖

设备，进一步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和能力。

争取受灾资金，助力受灾企业灾后重

建和恢复生产。该局与漯河市畜牧局和

召陵区应急管理局沟通联系，及时上报受

灾情况，争取上级受灾资金，指导受灾企

业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此外，该局及时开展畜牧业“大清

洗，大消毒”工作，紧急下发应急储备消

毒制剂200余件，通过自行消毒和镇办

统一消毒两种方式，开展彻底的消杀工

作，防止病菌及寄生虫传染传播，切断疫

病传播途径，进一步减少疫病传染带来

的损失。同时，加大疫情监测，密切关注

疫情动态，严防动物疫情产生和传播蔓

延。 （黄旭）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猪肉批发价格

上周结束连续下降趋势，出现小幅上

涨。农业农村部日前表示，猪肉市场供

需在一定时期内会维持基本平衡，养猪

业有望保持适当盈利，但养猪的高利润

阶段已经过去。

前两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国

内生猪出栏量和存栏量明显减少，导致

国内猪肉价格不断走高。目前，生猪生

产已完全恢复，猪肉市场供应相对充裕，

价格明显回落。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半年是猪肉的

消费旺季，受生产增长惯性的影响，育肥

猪出栏也会有所增加。综合判断，猪肉

市场供需在一定时期内会维持基本平

衡，养猪业有望保持适当盈利，但养猪的

高利润阶段已经过去。

作为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的“总开

关”，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

到生猪市场供应和猪肉价格。未来，农业

农村部等部门将建立以能繁母猪存栏量

为核心指标的逆周期调控机制，完善和强

化调控政策措施，熨平“猪周期”波动。

一方面，保持能繁母猪合理存栏水

平，以正常年份猪肉产量为参照，设定全

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另一方面，稳定规模

猪场存量，将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

养殖单位纳入全国生猪养殖场系统备

案，分级建立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同时，要求各省在生猪产能出现大幅

波动的时候，及时采取临时救助补贴、贷

款贴息补助等措施。中央财政将结合各

省落实稳定生猪产能和资金投入情况，在

安排相关转移支付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还将

强化生猪生产和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建立生猪信息发布制度，引导生产主

体合理调节产能，更好适应市场形势变

化。加快建立现代化的生猪养殖体系、

疫病防控体系和加工流通体系，促进绿

色循环发展，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水平，推

进生猪产业现代化。

农业农村部表示，未来将制订生猪

产能调控的实施方案，将能繁母猪存栏

量等指标任务下达到各省，并指导各省

制定细化落实方案。同时，产能调控方

案将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政府猪

肉储备预案协同发力，形成产能调控与

市场调控相互配合，源头预先调控和产

品终端调控互相补充的格局，更好促进

生猪稳产保供。 （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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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养猪强调“防疫、饲料、消毒、管

理”四大要素，而当前的养猪除了以上四

大要素以外，还要有良好的保健体系，也

就是第五大要素，根据当前养猪业实际情

况，要对养猪要素有一个新的认识。

管理

猪只健康的体质必须依靠精细的管

理、平衡的营养和严格的消毒，所以要做

好的第一点就是管理，也就是为猪创造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只有干净的卫生条

件、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加上良好的通风，

猪只才会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空间。

饲料

猪只仅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是不

够的，养好猪的第二大要素是要给猪平衡

的营养供给，选择好的饲料，严把饲料的

质量关，根据不同阶段猪只的营养需要，

严格配比，适宜的生活环境加上均衡的营

养是猪只健康体质的前提。

消毒

良好的消毒机制和正确的消毒方法

是养猪生产中不容忽视的第三大要素。

在实际操作中，消毒间隔在正常生产

的情况下应控制在每7天消毒一次，若有

疫情，还要根据情况的不同加大消毒力度，

不能盲目拉长消毒间隔，消毒液的稀释浓

度也要严格按照比例稀释，不能盲目降低

和加大消毒液的浓度，那样不但达不到好

的消毒效果，还会造成浪费，另外消毒液的

更换不能太勤，一种消毒液坚持用15~20

天以上更换一次，但也不能长期使用一种

消毒液，这样也达不到好的消毒效果。

防疫

合理的免疫程序和正确的免疫方法

是养猪生产中第四大要素，为什么要把防

疫放在第四位呢？因为只有做好防疫才

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效果。

免疫程序的制定要根据猪场和猪场

所在地疾病流行实际情况来定。疫苗的

选择、保存、注射也要严格把关，若有一项

操作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免疫失败，达不到

理想效果。

保健

做好以上四点，虽然可能大幅度降低

猪只发病概率，提高猪群体质，但还不尽完

美，毕竟有好多疾病现在还没疫苗可防，有

些疫苗还很不稳定，保护率还不高，所以当

前养猪，除了要坚持抓好以上四个基本要

素外，面对日益复杂的猪病，必须注重猪群

的长期保健，制定合理的切实可行的保健

程序是当前养猪生产中的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管理加强了，猪只就有了

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营养配平了，猪只才

会有强健的体质；消毒做好了，猪只接触

病原微生物就会减少，发病率才会降低；

防疫防好了，猪只的抗体才会增强，抗病

能力才会提升；保健工作做好了，才能弥

补以上四点的不足。这五大要素缺一不

可，环环相扣，只有逐一做好，才能保证养

猪业健康发展。 （茹度）

漯河市召陵区

疫情期间做好畜牧业稳产保供

牧原股份

拟募资近百亿元
新增生猪产能677万头

双汇发展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5亿元
加速推进品牌年轻化

农业农村部

一定时期内猪肉市场供需将维持基本平衡

养好猪的五大技术要素

叶县保安镇

虾跳鱼跃斑蛙蹦 水产养殖产业兴

西峡县春风卫生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迁移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征求意见稿）公示

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多方合力 理顺“猪周期”

畜牧业龙头企业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