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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供应出现阶段性过剩
农业农村部：将重点抓好生猪产能调减

生猪生产和供应是关乎群众生
活、物价稳定、农民增收的大事。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孔亮
20日说，生猪生产在二季度已经恢
复，当前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过
剩。农业农村部将多举措推动生猪
养殖加快走出困境，防止生猪生产
和供应出现大的起落。

孔亮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
示的。他介绍说，当前生猪市场供
应出现阶段性过剩，主要是因为生

产仍在惯性增长。据农业农村部监
测，1至9月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
宰企业屠宰生猪同比增长60 . 9%，
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95 . 2%。今年1

月下旬开始，猪肉价格连续8个月
回落，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消
费旺季，也没有出现猪肉价格反
弹。10月份第2周，集贸市场的猪
肉平均价格每公斤21 . 03元，比今
年1月份下降了60 . 8%，9月份全国
养猪场(户)亏损面达到76 . 7%。

“生猪市场供应‘中期看仔

猪，长期看母猪’。预计今年四季
度到明年一季度，上市肥猪同比还
将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对过剩局
面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他表示，
3月份以来，规模猪场每月新生仔
猪数均在3000万头以上，并持续增
长。8至9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接近正常保有量的110%。预计今年
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上市的肥猪同
比还将明显增长，生猪供应相对过
剩局面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不
实质性调减产能，猪价低迷态势难

以扭转，尤其是明年春节过后的消
费淡季，猪价可能继续走低。

为了防止生猪生产大起大落，
从6月份开始，农业农村部针对生
猪产能过剩的苗头，密集发布预警
信息，引导养殖场(户)加快淘汰低
产母猪，有序安排生猪出栏，并会
同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猪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努力
稳定生猪生产秩序。7月份以来，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结束增长势
头，环比连续3个月减少。目前一

些养殖企业采取“十头母猪淘汰一
头低产母猪，一窝仔猪多淘汰一头
弱仔，育肥猪提前十天出栏”等措
施，对于企业减少亏损和行业去产
能具有积极作用。

孔亮说，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将落实地方分级调控责任，重点抓
好生猪产能调减工作，并加强生产
和市场监测，及时发布产能过剩预
警，鼓励养殖场(户)加快淘汰低产
母猪，顺势出栏肥猪，使生猪产能
尽快回到合理水平。 （张帆）

今年以来，猪价大幅下挫，让
整个养猪业措手不及，养猪上市公
司第三季度均大幅亏损。10月18

日，在2021第二届西南养猪大会暨
楼房养猪高峰论坛上，农业农村部
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
朱增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猪
周期”由非洲猪瘟疫情引发，有着迥
异于其它周期的特点。

这轮“猪周期”的特点

自 2 0 0 3年以来的五个“猪周
期”，分别是2003年6月-2006年5月、
2006年6月-2009年6月、2009年6月-
2014年4月、2014年5月-2018年5月和
2018年6月份至今。第五轮“猪周期”
的猪价振幅更大，猪价高点也远高
于前几轮周期。生猪疫情和环保禁
养双因素叠加，造成生产下滑，引发

价格剧烈上涨。2019年9月份能繁母
猪存栏同比下降38 . 9%，之前的最大
降幅出现在2015年3月，为15 . 6%。

本轮“猪周期”自2020年9月开
始进入下行周期。然而，高猪价一直
维持到2021年二季度初才开始大幅
下行。尽管当前猪价仍整体呈现下
行态势，但受2021年两轮中央冻猪
肉收储的影响，猪价又分别于6月
底、10月7日后出现小幅反弹。

猪价一会涨，一会跌，让养猪业
有些摸不着头脑。也正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第五轮“猪周期”出现了一
个鲜明特点，那就是更为明显的投
机心理。

朱增勇称，投机心理的养成，
源于2019年8月之后，直至2021年二
季度初，猪价都保持着较高水平。
“在市场这么长时间较高盈利刺激
下，很多养殖户都有投机心理。”

他说，对养猪业来说，政府数
据统计的有效性是逐渐提升的，同
时产业结构变动，监测样本也需要
进行调整，而调整需要一定的时
间。自从2018年之后，规模养殖场
样本数据比重逐渐提升，行业监测
数据综合了散户、小型户和规模
场，特别是2020年之后，扩大了规
模场的统计范围，产能代表性显著
提升，基本上能够反映行业趋势。

对养殖户和养殖企业来说，经
历了2021年上半年市场变动后认识
到官方统计数据的有效性和客观
性。不过，养殖主体对猪价周期的
理解也存在问题。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经过这轮超级‘猪周期’之后，心
态变得不平和，都想抓住猪价上涨
的周期。然而真正做到的企业，恰
恰是能够认清未来产业形势，有魄

力去做事情的企业。以本轮猪价上
涨为例，补栏扩产的最佳时间点应
在2019年上半年，而当时猪价正处
于成本线上下波动，南方地区正遭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朱增勇说。

带来哪些影响

在这一轮“猪周期”中，生猪产业
的区域化、规模化特征也更显著。朱
增勇称，饲料和土地等资源禀赋优
势、环保压力和非洲猪瘟分区防控等
政策因素，带动生猪生产区域聚集特
征更为明显。其中，西南和东北部地
区的生猪养殖地位逐渐显现。

从疫情防控和产能调控的措施
来看，在本轮“猪周期”中，政府
也采取了跟以往不同的措施。比
如，开展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
分区防控，从2019年在中南区开展

试点到2021年5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更为重要的是，今年9月，
农业农村部制定《生猪产能调控实
施方案(暂行)》，首次设定了“能
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4100万头
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3700万
头”的调控目标。

朱增勇称，调控目标的设定，
填补了从生产端进行逆周期调控的
政策空白，以往的调控政策都是在
猪价上涨的时候，推出的主要目的
是刺激养殖户的积极性，但是养猪
周期比较长，往往很难控制力度，
在刺激生产的时候，很可能给下一
轮产能过剩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每一轮“猪周期”
中，猪肉进口量都会出现一个突
破。在本轮“猪周期”中，猪肉进
口量2020年达到439万吨。在2019年
之前，猪肉进口量约占国内猪肉产
量的4%以内，到2020年这一比重达
到10 . 7%。随着国内外猪肉市场联
动性的提升，猪肉进口贸易或将会
延长未来猪周期时间。

(据《第一财经》)

这轮超级“猪周期”猪价振幅更大

“高唐种大姜，光长草不长
姜”，这是高唐县祖祖辈辈传下来
的老俗语。然而，这个俗语却被一
个远嫁高唐县的潍坊姑娘打破了。

她就是孙浩卿，潍坊寒亭人。
山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孙浩卿嫁给
高唐县90后小伙周克胜，她把家乡
潍坊的种姜技术带到了鲁西北。今
年，孙浩卿在高唐县周庄村种的大
姜亩产保守估计突破1万斤。

孙浩卿种出高产姜并不是只靠
一 腔 热 情 ， 而 是 靠 “ 经 验 + 科
学”。她深知，要想大姜生长得

好，需要偏酸性的环境，只要土壤
pH值在5左右即可。瞅了瞅自家地
里的土壤颜色，孙浩卿觉得能种。
保险起见，她找来县农业农村局的
专家给自家土壤和水源测pH值。
检测显示，高唐县赵寨子镇、姜店
镇附近的土壤和水的pH值正好合
适。

去年，十里八乡的乡亲听说周
家的儿媳妇要在高唐种大姜，纷纷
劝她放弃。孙浩卿不信邪，愣是试
着种了两亩。“去年，我出姜的时
候，张庙村、韩庄村、西赵户村的

村民都来看呢！大家不相信，高唐
的土能长出大姜来。我用8000斤的
亩产证明了我自己，也打消了所有
人的顾虑。”孙浩卿说。

今年，孙浩卿在高唐县的赵寨
子镇、姜店镇种了22亩大姜，眼下
丰收在望。10月12日，在赵寨子镇
周庄村东部的大田里，周克胜拔出
几株，每一株上的姜都有巴掌一般
大小。姜皮红润，轻轻一掰，“咔
嚓”一声，姜汁伴随着脆响迸发出
来，姜心也脆黄明亮。孙浩卿拿起
一根姜芽说：“像这一个小姜芽，

就能长出拔出来的这么一大片。不
光如此，姜够本，姜够本，说的就
是新姜收完后，作为母体的老姜还
能卖钱。”

“周庄村这片地今年亩产预计
能过万斤。”孙浩卿分析说，由于
之前没种过，光照时间也长，高唐
大姜的品质、产量会非常可观。在
家乡潍坊，这个时节早晚气温基本
低于10℃，已经到了收姜季了。但
在高唐，光照时间长，气温还在10

度以上，是大姜长得最快最猛的时
候，还能再长半个月。这意味着，

增产是一定的。
孙浩卿坦言，种大姜也就是第

一年投入大，要买姜种、杆子这些
刚需，一亩地成本要1万元。虽然
前期投入多，但那些硬件设施投一
次能用十年。到了第二年，成本就
只花在水、电、化肥、薄膜上面，
每亩成本最多也就4000元，现在是
稳赚不赔。高唐县没有种过姜，所
以不需要倒茬换茬，种起来还算好
打理。

“大姜喜欢大水大肥，只要不
是盐碱地，就能种出姜。庄稼地里
没难活。有人的地方，就不怕困
难。”在这片碧绿的姜地里，孙浩
卿表达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我也
会把我的技术、经验无偿地教给高
唐的老百姓，把大姜产业做起来。
无论谁来学种姜，我都教。”

嫁到高唐的潍坊姑娘种出高产大姜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见习记者 孙甲 通讯员 董哲 娄晓

农村大众报日照讯 (见习记者
孙甲)近日，记者从位于日照市东港
区涛雒镇的举鑫九州(山东)食品有
限公司获悉，该公司生产出国内第一
款高端全豆豆乳，攻克了大豆深加工
产品有豆腥味、口感欠佳等难题。

据介绍，高端全豆豆乳加工工
艺是在日本设备和生产工艺上的创
新和改良，使得原来8小时才能完成
的工艺缩短为20分钟，生产效率和
豆乳产品的营养价值都得到极大提
高。

高品质豆乳如何得来？举鑫九
州食品公司豆乳工厂总经理田广亨
介绍，脱皮、免浸泡、熟浆工艺为

三大关键环节。脱皮，可避免豆皮
上农残对产品品质的影响，提高产
品安全性。免浸泡工艺，是将脱皮
后的生大豆直接投入生产，解决了
传统工艺带来的脱皮难、鲜度难以
把控的问题，且能够还原大豆本
味，口感更香。去除的豆皮用作饲
料和生产膜布的基料，使得生产更
加环保。双重蒸煮熟浆工艺通过控
制煮浆温度，杜绝豆产品的“假
沸”现象。更重要的是，熟浆工艺
克服了传统生浆工艺豆腥味重的缺
点，且熟浆工艺不产生豆渣，保留
了大豆的全部营养，尤其是保留了
豆渣中的膳食纤维。

攻克有豆腥味、口感欠佳等难题

一企业生产出全新大豆深加工产品
“沾化冬枣”香飘海外

10月20日，滨州市沾化区一
家果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工人在
分拣即将出口的冬枣。

金秋时节，沾化的30万亩冬
枣进入采摘收获季。山东滨州海
关积极引导冬枣产业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深入落实出境果园
海关注册“互联网+”办理方
式，助力企业大力开拓海外市
场。目前，滨州市注册出境冬枣
果园面积达到4800余亩，产品畅
销美国、欧盟、西亚、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目前，今年首批
200箱“沾化冬枣”已顺利出口
阿联酋。

（初宝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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