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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年跌了近六成

透视国家发改委预警生猪价格的背后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2021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生猪本期价

格15.8元/公斤，相较于1月上旬的每公斤36.8元，不到半年已经跌了近六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16日对外发布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三级预警，提示养殖场（户）科学安排生产经

营决策，将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水平。

记者在北京某大型连锁超市了
解到，精品五花肉价格已经从年初每
斤近40元跌至23元左右，后臀尖价
格也从每斤30多元下跌至如今的16
元左右。

“今年以来猪肉价格都在跌，特
别是3、4月份跌得更狠。”该超市肉类
销售员说：“现在的价格放在年初，想
都不敢想。”

猪肉价格为何如此下跌？国家

发展改革委称，近期，由于大体重生
猪集中出栏、进口冻猪肉增加及季节
性需求偏弱等因素叠加影响，生猪价
格持续下降。

“生猪出栏量的大幅攀升是核心
因素，主要在于年内生猪产能的快速
恢复以及去年同期出栏量偏低。”银
河期货生猪研究员陈界正说。

“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出栏的
生猪多了。”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

兽医处处长武深树介绍，截至今年4
月底，湖南省共出栏生猪超过1500万
头，不仅同比上升3成左右，而且已连
续增加了19个月。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发展处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估计前5个
月辽宁全省生猪存栏1560万头，同比
增长30%；生猪出栏1096万头，同比
增长25%；猪肉产量95万吨，同比增
长25%。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前两年，受
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国内生猪出
栏量和存栏量明显减少，助推国内猪
肉价格走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
为了保证猪肉供应稳定价格，也采取
了相应措施支持现代化养殖场建
设。在此背景下，大型规模企业产能
迅速扩张，新扩建了养殖场。

武深树介绍，仅湖南，2019年9

月以来新扩建926个万头以上规模的
养殖场，目前已有482个投产运行。

“现在生猪现货价格已经接近龙
头企业自繁自养养殖成本线。”新湖期
货副总经理李强认为，前期大型养殖
企业扩张，导致生猪产能不断释放。

此外，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的一组
数据也能印证生猪产能快速恢复。
今年1月至4月，猪饲料产量4117万

吨，同比增长74.2%；蛋禽、肉禽、水产
饲料产量则同比下降。

农业农村部南京设计院中南分
院院长刘平云介绍，现在都是科技化
养猪，各种投入成本高。现在一个正
常规模（5000头母猪）的养猪场建造
起步价是6000万元。

“就是看准了养殖业的高利润，
资本才会入场。”一位受访专家说。

“在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的情况
下，本轮猪周期的下跌阶段已经来
临，日后虽然会有短暂的反弹行情
出现，但整体弱势的格局难以改
变。”光大期货生猪研究员吕品说。

猪肉价格下跌令普通消费者暂
时获得实惠，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
生产端发出的预警引发高度关注。
现在，市场开始担心养殖企业的积
极性受到打击，这会影响更长一段
时期的猪肉供给和肉价稳定。

生猪养殖企业已经站在了盈亏
平衡临界点。

湖南省湘潭市科星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熊炼秋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每头能繁母猪分摊的综合成
本已经高达2万元，而一头肥猪平均
每产出1斤肉需要分摊的各种成本，
也上涨到8.5元。

生猪养殖业内最大的上市公司
牧原股份近日表示，其需要完善人
才管理和资金储备，做好行业冬天
来临的准备。

6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完善政府猪
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
供稳价工作预案》，旨在加强政府猪

肉储备调节工作。随后，国家发
展改革委提出，将会同相关部门
密切关注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走
势，认真做好预案组织落实工作，
及时开展储备调节，促进生猪市
场平稳运行。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生产和市场监测，
及时发布信息，引导养猪场户合理
安排生产节奏；做好非洲猪瘟常态
化防控，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以
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
标，推动建立稳定生猪产能的调控
机制，防范再次出现大波动；加快生
猪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生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

市场各方也在积极采取行动。
今年以来，多家期货公司结合生猪
期货主动为养殖企业量身定制风险
管理方案。比如，广发期货与大地
保险以“保险+期货”的形式，共同为
重庆市云阳县的生猪养殖户超过
6100 头生猪提供期货价格保险。
项目保费30%由云阳县政府财政补
贴，50%由期货公司垫付，养殖户缴
纳保费比例仅为20%。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中宣部新命名一批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111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命名工作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突出百年党史重
要事件、重要地点、重要人物，突出新中国特别是
新时代的大国重器和建设成就。此次命名后，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到585个。

中宣部要求，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
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等重大活动中的作
用，改进展览陈列，优化参观线路，进一步发挥宣
传教育功能，着力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激励动
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

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即将播出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央宣传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
国社科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档案馆、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共同摄制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将从6月20日起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

该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
重要论述，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实事求是，注
重史论结合，全面展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懈
奋斗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入反映
党团结带领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豪情让中华
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据了解，该片突出“政论情怀、故事表达”的风
格，运用宏大叙事与微观刻画相结合的手法，注重
挖掘新鲜素材和感人故事。摄制过程中，工作团
队修复和披露大量珍贵影像资料，部分使用超高
清8K拍摄技术手段，并到1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拍摄，为广大观众全面了解和深入学习党的历史
提供了丰富资料。

《苹果日报》相关公司及负责人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一案开庭审理

新华社香港6月19日电 日前被香港特区政
府警务处国安处拘捕的张剑虹、罗伟光以及3家
《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
19日在香港特区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法
官宣布将案件押后至8月13日再审。

根据控罪书内容，张剑虹、罗伟光及3家公司
被控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4月3日期间，
在香港与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及其他人一同串
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
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国安处17日拘捕了5
名公司董事张剑虹、周达权、罗伟光、陈沛敏及张
志伟，他们是《苹果日报》出版业务和网上业务有
关的3家公司（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
有限公司及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的董事及负责
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
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张剑虹、罗伟光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
力危害国家安全罪”，19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受
审。同案其他3名被捕人员18日晚获准保释。

国家卫健委：

18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30例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国家卫健委19日通
报，6月18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0例，其
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广东8例，上海6例，福建
4例，云南2例，陕西2例，北京1例，浙江1例），本
土病例6例（均在广东）；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
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827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51例（其中重症病
例8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637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02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6月1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503例（其中重症病例2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6425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91564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
密切接触者104679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15695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2例（均为境外输入）；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
除医学观察20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455例（境外输入434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5708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1884 例（出院
11608例，死亡210例），澳门特别行政区53例
（出院51例），台湾地区13771例（出院1133例，
死亡518例）。

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
连日来，云南北迁象群持续引发关注。喜添“象丁”、大象食堂、从“象爸爸”到“象姥爷”……记者近期在云南省普

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亚洲象主要栖息地采访，听到了很多关于“人象和谐”的故事。

出栏量大幅攀升，供大于求拉低猪肉价格

养殖投入增加，产能迅速扩张

各方积极应对保持市场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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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2021年汛前调水调沙启动
这是6月19日拍摄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

程（无人机照片）。从6月19日9时开始，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结
合腾库迎汛，实施2021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当
天，小浪底水库的流量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下
泄。 新华社发

在思茅区六顺镇一座数米高的
观测塔上，杨忠平正手持望远镜，瞄
准远处的密林。

“一发现它们踪迹，我就马上
发出短信预警。”杨忠平说。他每
天都要行进在周边林区，靠着大象
留下的脚印和气味来判断其活动
轨迹。

这是杨忠平与象为伴的第四个
年头。“它们休息了，我才能眯会。”

他苦笑道。
常年与亚洲象打交道，免不了

跟它们正面遭遇。2019年12月的
一天早上，杨忠平跟往常一样监测
象群，由于雾太大，没能发现在树底
下休息的5头大象。突然，一头受惊
的成年母象冲他走来。他来不及多
想，赶紧往回跑。

“这还不是最惊险的。”杨忠平
回忆，有一次他不小心闯进了20多

头亚洲象的“包围圈”，所幸象群没
有发起攻击。

但杨忠平没有退缩过。近年
来，为满足亚洲象的取食需求，普洱
市在观测塔旁建成1200余亩的“大
象食堂”，分时段分季节种上了棕叶
芦等植物，常年都有象群前来觅食。

“最多的一次，我见到51头亚洲
象，它们在这里悠闲地吃着东西。”
杨忠平说。

“它们休息了，我才能眯会。”

——亚洲象监测员杨忠平
“希望还有机会见到小象，这段

时间它应该长大了不少。”

——护林员毕仕学

时隔半年多，说起见证北迁象群
“象宝宝”诞生的经历，50岁的毕仕学
还是有些兴奋。北迁象群在普洱境内
产下了2头小象，而其中一次喜添“象
丁”就是老毕发现的。

2020 年 7月 15日，“断鼻家族”
象群北上进入普洱市，并于 9 月 23
日从该市思茅区迁入宁洱哈尼族彝
族自治县境内。去年11月，象群到
了老毕负责监测的梅子镇民乐村一
带。这是他时隔20多年后再次见到
亚洲象。

象群抵达当天，老毕与另一名同
事担负起了象群监测工作。11月22
日一早，他们在一块地里发现了胎盘，
估摸着可能有母象生产。直到下午，
他们才确认，母象肚子底下有一头小
象的身影。

“果真是象宝宝！”老毕的心几乎
跳到了嗓子眼，并第一时间报告主管
部门。为了让亚洲象吃得更好，他还
动员村民将地里的玉米留着，供它们
采食。

当地人告诉记者，小象诞生的山
岭叫“高丽中”。“我们给它取了名字，
若是公象就叫‘高高’，母象就叫‘丽
丽’。”老毕说。

“照顾孩子可以慢慢讲道理，但大

象不一样，它不会说话。”

——“象爸爸”熊朝永

“我是‘然然’的‘象爸爸’。”在位于
西双版纳州野象谷的中国云南亚洲象
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熊朝永如此介绍
自己的身份。他跟救助象“然然”的故
事说来话长。

2005年7月，野象谷工作人员在一
条河道内发现一头受伤的小象，左后腿
伤口很深且出现溃烂，上面爬满了蝇
蛆，随时可能危及生命。随后，一支由
80余人组成的营救队伍赶来，将小象
送往救助中心。

此后，有着丰富护理经验的熊朝永
担任这头小象的“象爸爸”。由于有抵
触情绪，小象曾把一名兽医撞到墙上。
熊朝永不敢靠近，但又很着急，“小象瘦
瘦的，肋骨都露出来了。”

为了给小象补充营养，熊朝永从示
范吃苹果开始。这拉近了他跟小象的
距离，为后续的药物治疗及护理打下基
础。遇到电闪雷鸣的时候，小象连续几
个晚上都发出哀嚎，熊朝永干脆将床搬
到小象边上，彻夜守护。

这一陪就是十多年。2019年9月，
“然然”产下一头小象，熊朝永开始忙着
带象宝宝，“没想到我又荣升为‘象姥爷
了！’”

（据新华社昆明6月19日电）这是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拍摄的象群这是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拍摄的象群。。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