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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飞涨，百姓“菜篮子”价格怎么看
——2019年中国物价形势观察

在广州市南沙区明珠肉菜市
场，何建国刚买了两斤肉排，每斤比
上个月便宜了4元钱。

像很多市民一样，何建国总是
每天一早采购全家晚饭所需食材，
就为了图个新鲜。猪肉正是他的菜
篮子里不可或缺的食材。

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
来全国生猪产能下降较多，猪肉市
场供给持续偏紧，10月猪肉价格同
比上涨101.3%，影响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CPI）上涨约2.43个百分点，
占CPI同比总涨幅的近三分之二。
近期这一趋势已出现小幅回调的可
喜变化——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全国猪肉
价格已连续 4 周回落，降幅超过
20%。12月1日猪肉价格为每公斤
41.48元，比11月1日价格高峰的
每公斤52.40元下降10.92元，降幅
为20.84%。

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是猪肉
消费的高峰，由于前期产能下降造
成供应减少，保供稳价的形势仍有
不确定性，10 月 CPI 同比上涨
3.8%，稳物价仍面临压力，需要高

度重视。
当前，很多地方生猪养殖正在

回暖，一个明显信号是养猪场复养
的积极性提高，仔猪需求增加了。

几千里外的重庆市荣昌区，兴
旺猪场的销售正在回暖。记者见到
猪场负责人郭平时，她刚刚卖了几
头仔猪。猪栏里还有几十只胖乎乎
的小猪拱来拱去、哼哼唧唧。

“下半年农户补栏的多了。有
时候一天能接到十几个要买仔猪的
电话。”她说，“现在基本天天有猪
卖，仔猪成了‘小金猪’。”

猪肉消费的比重占我国肉类消
费的三分之二。一场稳产保供行动
在各地强势推进，支持生猪生产发
展的各项政策效果开始显现——

8月底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出
台了17条扶持生猪生产政策措施，
从明确生猪及其产品绿色通道政
策、缩短非洲猪瘟扑杀补助发放时
间、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保障生
猪养殖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

见》中，更是明确提出猪肉自给率要
保持在95%左右。

“生猪生产整体进入止降回升
转折期。”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
长杨振海说，“年底前存栏有望止降
回升，市场供应明显增加或将在明
年下半年，力争明年底生猪产能基
本恢复到接近常年水平。”

不过，从小猪到育肥出栏，一头
猪大体上要长半年时间。因此即使

“马力全开”，恢复常年水平也仍有待
时日。对此，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充
分挖掘自身生产潜力，努力增加猪肉
市场供给量，并加快发展禽肉、牛羊
肉、水产品等替代肉品生产供应。

猪肉供应的积极信号不只来自
火热的养猪场。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我国进口猪肉132.6
万吨，增加43.6%；进口牛肉113.2
万吨，增加53.4%，均达到相对较高
的水平。

第四季度，各地通过进口、商业
库存转储等方式增加冻猪肉储备，
储备量也较充足。加上禽肉、牛羊
肉等生产都在增加，市场总供给的
预期较好，不支持猪价持续走高。

俗话说，猪粮安天下。肉贵了
人们着急，但粮油等大宗农产品价
格却并不那么引人关注。从根本上
说，这是连年丰收的“底气”。

在北京的沃尔玛超市宣武门
店，打折促销的粮油商品琳琅满
目。店员李慧敏一边码货一边回
答顾客关于烙饼用哪种面粉好等
问题。

她说，很多顾客买粮油时更倾
向品质好的，价格高点也不介意。
一些顾客也反映，现在人们主食吃
得少，买米面花不了多少钱，平时不
太在意价格。

粮价是百价之基。稳定的粮价
不仅让消费者心里踏实，也默默支
撑着物价的平稳走势。10月份，稻
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集贸市场均
价每斤约为1.2元，同比跌1.0%。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

长唐珂说，粮食市场平稳运行的最
根本原因是粮食连年丰收，主要粮
食品种库存充足。今年产量有望连
续第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为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提供有力支撑。

而从吃穿用度的总体情况看，
前10个月CPI同比上涨2.6%，仍在
年初确定的3%左右的预期目标内。

“今年以来核心 CPI 保持稳
定，说明宏观经济体系中总供给和
总需求相对平衡。”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郭丽岩说。

“压舱石”虽稳，但隐忧也不可
忽视。农资、人工等种粮成本不断
上涨，种粮比较效益低影响了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根据中国农科院的
一份调研报告，近年来西南等地一
些原本是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省份已

成为粮食调入区。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陈萌山表

示，稳住粮食生产这个“定盘星”，一
方面要向规模化、专业化要效率和
收益，另一方面要围绕市场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种植结
构和品种，推动实现优质优价。

今年以来，围绕保障粮食安
全的政策和举措频频出台：对玉
米、大豆继续实施生产者补贴，水
稻最低收购价保持稳定，国家还
提出到 2022 年全国建成 10亿亩
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
上粮食产能。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当前要切实落实省长负责制，毫不
放松抓好粮食生产，要进一步抓好
南方夏秋连旱地区抗旱工作，加强
越冬作物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为
促进明年丰收稳价奠定基础。

大雪节气将至，广东省遂溪县
湛江百顺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场里，
仍然葱葱郁郁、瓜果飘香。农场主
苏义杰今年种了500亩木瓜、300
亩火龙果和1200亩贝贝南瓜，收获
颇丰。

他以木瓜为例盘点了水果销售
情况：木瓜销售价1至4月是每斤1
至1.5元，5至9月降到每斤0.7至
0.8元，10至 12月回到每斤1.4至
1.5元。原因主要是相比夏季，冬春
季节雨水少、果实品质更好。

“现在水果种植使用有机肥的
越来越多，虽然成本至少增加了三
分之一，但果实品质好，能卖个好价
钱。”他喜滋滋地说。

在今年的农产品价格曲线图
中，水果曾经一度逆袭，不仅进口水
果价格不菲，荔枝、苹果等国产水果
身价也有些不寻常。今年以来，水
果价格前高后低，季节性波动规律
明显，由于苹果、梨主产区去年春季
遭受倒春寒天气，减产幅度较大，今
年上半年水果价格持续走高。

春夏之交是每年水果青黄不接
的季节。6月，农业农村部重点监
测的6种水果均价每公斤8.39元，
环比涨11.1%，同比涨51.7%。

而下半年以来，随着水果大量
上市，价格出现季节性下滑，跌破去
年同期水平。10月份，6种主要水
果的批发均价每公斤5.17元，环比
跌11.8%，同比跌0.8%。

与水果情况类似，今年蔬菜由
于春季生产和上市受到不利天气影

响，进度推迟，菜价持续高位运行，
此后菜价则以季节性波动下跌为
主。10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3.79
元，环比跌3.3%，同比跌7.1%。

“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直接
关系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不久
前，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10个“菜篮子”食品管理部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36个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进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后的结果显
示，大多数城市供给有保障，但有些
城市“菜篮子”产品自给能力下降，
一些城市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滞后等
问题仍待破解。

日前，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提出各大中城市继续加大“菜篮子”
工程建设力度，切实提高综合生产
能力。

“要保障‘菜篮子’，首先得保护
好、建设好‘菜园子’，要坚决守住耕
地红线，确保菜地面积稳中有增、质
量不断提高。”他说，“要加强城市自
有鲜活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一些
缺口较大的，要加强与外埠生产基
地合作。”

他同时指出，要加强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健全市场
流通体系，落实重要“菜篮子”产
品储备调节制度，创新使用农业
保险等金融工具，引导产销平稳、
价格稳定。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
者董峻 于文静 高敬）

明年底生猪产能有望基本恢复

粮油价稳发挥经济社会“压舱石”作用

农业“靠天吃饭”局面仍待破解

“炒币”“挖矿”再度火爆

警惕披着区块链“马甲”的金融诈骗
“区块链应用场景落地，

XX币躺着也能赚大钱”“矿
机一响，黄金万两”……早在
2017年，国内虚拟货币交易
和相关交易所就被监管叫
停，但“新华视点”记者发现，
随着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对区
块链技术的支持，一些不法
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推出各
种所谓“币”“链”类高收益科
技投资项目，大肆进行传销、
非法集资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近期，网络上的
“炒币群”“挖矿群”在沉寂两年后重
新活跃起来，关于虚拟货币行情和
交易的讨论火热。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旗号
推广宣传虚拟货币、资金盘，将区块链
技术等同于虚拟货币，甚至出现“防范
代币发行融资风险政策已过时”等言
论，有的用“链”“挖矿”“IMO”“STO”
等花样翻新的名目，披着区块链的

“马甲”开展非法金融活动。
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有各种传

销组织打着区块链的旗号大肆行
骗。他们伪装成区块链科技公司，

以所谓区块链投资专家的名义到处
开免费培训班，拉人头煽动公众抓
住所谓的投资机会。行骗手法和保
健品传销如出一辙，多数群众尤其
是老年人对区块链和监管政策了解
不深，很容易掉入陷阱。

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等多地
金融监管部门相继出台措施，对虚
拟货币交易场所进行摸排整治。

事实上，早在2017年9月4日，
央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
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
币的直接交易，对虚拟货币交易场
所进行清理整顿。此后，国内的虚

拟货币大型交易所转入地下运作，
将经营主体或服务器迁至境外。严
厉监管下，虚拟货币交易暂时低迷。

2019年10月，中央肯定了区块
链技术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中的
重要地位，相关话题成为社会关注
热点，一度降温的非法发币活动借
机“死灰复燃”。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
委员会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毛洪亮告
诉记者，近期传销、资金盘等不法活
动利用区块链概念和发行虚拟货币
进行包装，本身与区块链技术无关，
涉及资金多，危害严重。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诈骗活动以区
块链技术包装迷惑投资者。

——以区块链挖矿、兑币为名诈骗。
河南郑州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涉案金额
13.6亿元、受害群众7000多人的骗局。

诈骗团伙嫌疑人高某成立河南链鑫
科技有限公司、AT交易所等多家公司，将
购买的硬盘、主板、机箱贴标拼装成所谓
的“矿机”，对客户谎称：购买投资“矿机”
就可通过挖币、兑换、交易等方式获得高
额回报。但当客户高额购买其“矿机”投
资后，该公司又以交易平台被黑客攻击为
由，冻结客户兑换的数字货币，通过后台
操作阻止客户提现，非法占有客户资金。

——打着区块链游戏的名义诈骗。

上海浦东网警发布了一起区块链养宠物
的资金盘诈骗案。该项目许诺客户养虚
拟猪15天后平台收购，就能有28%的收
益。但实际上，所有交易都由平台人员
操控，甚至赤裸裸地把参与者称作“韭
菜”，最后公司卷款跑路。

——以区块链名义发行“空气币”
“传销币”。一些交易平台为吸引用户流
量和资金，提升交易规模，推出了“交易
即挖矿”“平台币”“交易平台融资IEO”
等新玩法，部分平台甚至上线“共振币”
等涉嫌传销、资金盘的虚拟货币。

“很多项目本身与区块链无关，只是
利用区块链概念从事传销、资金盘等不
法活动。”毛洪亮表示。

近期，上海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不要将区块链技术和
虚拟货币混同，虚拟货币发行融资与
交易存在多重风险，包括虚假资产风
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
等，投资者应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
当受骗。

2019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处置境
内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200余家，关闭
相关支付账户1万余个，关闭微信营销
小程序及公众号近300个。

一位虚拟货币交易所创始人告诉记
者，“2017年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服务器
架设在境外的中小虚拟货币交易所，主
要客户都是国内投资者。”

记者看到，在虚拟货币信息汇总平

台“非小号”上，目前收录的活跃虚拟货
币交易市场约500家，还有很多小型交
易所没被收录。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相关负责人
郑玉山表示，当前监管风向标是规范、净
化区块链技术发展环境，清理防范民间
炒币、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保障真正的
区块链技术安全有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副处
长程宇表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
项目的名义诈骗、搞资金盘，造成了社会
对区块链技术的负面认知，阻碍了技术
与行业的健康发展。应强化监管，加大
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新华社上海12月4日电 记者王
淑娟 高少华 李丽静）

揭秘诈骗活动三大套路：挖矿、游戏、发币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炒币群”“挖矿群”再度活跃
传销组织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拉人头行骗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物业、业主各执一词

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把关难”咋破？

房屋维修专项资金是房屋的“救命钱”“救急
钱”，能否保证专项资金提取安全、使用顺畅，关系
到公众的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近日，新华社记
者发现，江西南昌盛世东方商贸城数百名业主围
绕513万余元专项维修资金提取是否合法问题与
该商贸城物业发生纠纷。

200名业主实名反映自己遭冒名签字有何凭
证？资金代管机构为何一边称“提取手续齐全”一边
称“真实性无法证实”？商品房专项维修资金“把关
难”的困局如何打破？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死人的签名也是真的？
2019年6月，商贸城业主们在预备提取专项

维修资金时发现，早在5年前，该维修资金就已被
该商贸城物业服务公司提走了513万余元。根据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提
取资金必须经占建筑物总面积、总人数“双2/3”
以上业主签名同意。更让业主们惊讶的是，他们
确实在南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见到了这份同意
支取的签名文件。

“这里面不少签名都有问题，我们被冒名了！”业
主代表向记者一一指出签名文件上的可疑之处：

——签名有错。抱着6本房产证的业主邓
洪琍，指着和房产证相对应店铺编号后的签名
说，均非自己所签，不仅把“琍”字错写为“俐”，
名字后的电话号码也是错的。还有其他一些业
主名字也被写错。

——签名有假。业主洪守红告诉记者，他本
人在商贸城有多个店铺，但文件上对应商铺签名
却是“任伟达”。同一材料上，还有的店铺重复出
现两次，且前后签名不一。以编号为 K419、
K420、K421、K422的四个店铺为例，第一次出现
时签名为“周光辉”，第二次变成了“任伟达”。

——签名中有已去世多年者。业主家属万丽
珍反映，她的姐夫葛长银已于2011年6月去世，
但2013年12月提交给管理部门的签字公示材料
上编号K106店铺后赫然写着“葛长银”的签名。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至少有该签名文件涉及
的200名业主实名投诉商贸城物业江西世纪盛垲
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业主签名不实，声明“房管局名
单不是本人签名”。但物业公司方面称，提取资金
行为经规定数量业主同意，符合相关程序。

监管真假不确定
签名真伪之争已持续数月，至今仍无定论。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是商

贸城专项维修资金的代管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当时收到物业申请材料后，中心按规定要求
物业对相关签名材料进行了公示，并到现场进行
了拍照取证。在材料公示的5个工作日内，中心
未接到业主的投诉电话。此后，中心还随机抽取
了18户业主进行电话回访，他们均表示同意申请
使用房屋维修基金。

记者就签名真实性问题向物业服务公司相关
负责人求证，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业主当时签了名，
材料也做了公示，但对签名具体完成时间、系业主本
人还是承租商户签名等细节问题，均已记不清。

“他在电话中说他是业主，我们也很难证实他
的真实身份。”南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无奈地向记者表示，当时的政策并未明确要求
住房管理部门对业主进行电话回访。因为无法证
明真伪，当前办理相关工作时他们会要求在材料
上注明由“申请维修单位及业主委员会对公示照
片、业主签名的真实性和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称，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管理机构应承担为专项维
修资金提取使用“把关”的法定职责，如出现“把关
不实”情况，即便写上所谓“责任自负”条款也不能
推卸责任。他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前一
些把关制度本身缺乏把关能力，出现制度空转，可
能会直接影响专项维修资金安全，加深业主和物
业之间的矛盾。

治理创新或成突破口
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发生在盛世东方商贸城

的事件并不鲜见，房屋维修资金“把关难”问题由
来已久。据北京盛延律师事务所统计，2014年至
2018年间全国房屋专项维修基金纠纷案件数量
逐年提高。当前虽然增设了关于应急情况下物业
使用维修资金的简易程序，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冲
突仍时有发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华彬认为，当前
一些制度对于确有资金使用需求的业主来说，流
程复杂、操作难度大。而对于觊觎资金、心怀不轨
者，又难以有效制约。“就像一把纸枷锁，戴着麻
烦，撕下反而容易，作用有限。”

专家认为，新技术手段或可为破解传统审核
方式效率低、成本高困境带来可能。北京德恒（深
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房地产与基础设施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郭雳告诉记者，在北京部分小区，
业主表决使用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原则上已
不再使用纸质投票，而是通过业主输入姓名和身
份证号码实名认证过的手机APP进行投票。

在深圳，业主则通过线上线下投票并行的方
式来保证业主投票真实高效。在线上，业主通过

“深圳市物业管理公众服务”微信公众号，填写业
主真实信息，进行人脸识别并绑定房屋小区后，使
用投票决策功能进行投票。在线下，业委会和物
业管理处公开放置封闭式投票箱，以便业主投递
纸质票。

陈华彬建议，强化技术保障手段的同时可参
照部分地方将审核制改为备案制的做法，适当简
化维修基金的使用程序，既保障资金安全，又让

“沉睡”的资金切实发挥作用。
（据新华社南昌12月5日电 记者高皓亮 闵尊涛）

年终岁末，农产品价格更牵动人们的心。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猪肉价格飞涨，连
带着牛羊肉、鸡蛋等畜禽产品价格不同程度上扬。某些时段，水果价格也牵动着人们的心。

有涨也有稳。这一年，粮食价格依然保持稳定。持续丰收、供应充足的粮食成为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物价的关键，也是最受社会关注的经济热点之一。记者日前就此赴各
地展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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