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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探茶事③③

生猪产能上升
价格持续下滑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作为老百姓饭桌上的“常客”，猪肉价格备受关注。
4 月 14 日，记者来到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菜市场，在询问了七

八位摊主之后， 记者发现， 目前猪肉价格大概在 30 元/公斤至 36
元/公斤之间。 摊主陈松的摊位上整齐摆放着十来条肥瘦相间的五
花肉，他不时地招呼着来往的市民购买。“今年猪肉降得厉害，春节
期间能卖到每公斤 56 元，之后降到每公斤 50 元，现在每公斤只卖
36 元。 ”陈松说。

我省猪肉价格下行的态势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数据显示，今年 3 月，我省猪肉价格大幅下降,与上月相比，猪肉价
格下降 11.6%，与去年同期相比，猪肉价格下降了 17.1%。 合肥市
周谷堆市场信息员王萍 4 月 14 日告诉记者，3 月下旬， 猪肉批发
价格约为 29.4 元/公斤，价格持续下跌，现价为 23.4 元/公斤，降幅
20.3%；3 月下旬，猪肉日均进场 196 吨，目前每天进场约 240 吨，
增幅 22.45%。 “价格下降主要原因是猪肉供应量增长，促使价格下
降。 ”王萍说。

价格下跌与我省生猪产能不断上升有关。 省发展改革委统
计数据显示，去年末全省生猪存栏 1419.3 万头，同比增加 30%，
其中能繁母猪增长 40%。 随着生猪产能上升，生猪价格进一步
回落。 今年一季度全省生猪出场均价为 1570 元 /50 公斤 ，较上
年同期下降 14.8%， 其中 3 月份生猪出场价已回落至 1378 元 /
50 公斤 ，较上年同期下降 22.5% ；猪肉 （肋条肉 ）零售均价每
500 克为 22.9 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19.6%。 “生猪出栏量增加 ，
投入市场的猪肉随之增加，供大于求，价格下跌。 ”从事养猪行
业多年的吴先生告诉记者， 他认为短时间内猪肉供应量不减 ，
近期内价格不会回涨上去。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采取多项措施促进生猪稳产保供。据农业
农村部消息，今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增长，基础产能持续恢复，
生猪出栏量显著增加。 综合考虑生猪生产恢复、新生仔猪数量、饲
料销量等因素，预计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保持较大幅度增加趋势。据
监测，4 月 2 日至 9 日， 全国批发市场猪肉价格为 33.84 元/公斤，
相较第 3 周价格高位时的 47.51 元/公斤，降幅达 28.77％。 自第 10
周以来， 猪肉环比价格呈加速下跌态势，4 月为猪肉消费淡季，价
格仍有下降空间。

日前，省消保委发布一季度投诉分析———

餐饮服务待提升 社区团购要甄别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3 月中旬， 消费者沈某反映自己在六安
市某商场逛街，商场内某美容院以免费体验
为幌子吸引顾客到店内，在沈某再三确定不
要付费的情况下，美容院还是给她使用了产
品，强制收费 128 元。 经六安市消保委调解，
商家退款。

今年一季度，我省各级消保委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 3965 件，较去年同期的 5868 件下
降 32.43%，已解决 3832 件，解决率 96.65%，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046.36 万元。“去年
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市级消保

委与 12315 热线合署办公，因此数据增长幅
度较大，今年疫情稳定，投诉量逐渐恢复正
常。 ”省消保委秘书长丁涛说。

根据投诉性质分析，在一季度的消费者
投诉中，涉及质量问题 1616 件，占 40.76%；
与合同相关的 639 件，占 16.12%；售后服务
纠纷 587 件，占 14.80%；涉及虚假宣传 342
件，占 8.63%；价格相关的 335 件，占 8.45%；
与安全相关的 147 件，占 3.71%；涉嫌假冒的
61 件， 占 1.54%； 与计量相关的 53 件，占
1.34%；触及人格尊严的 19 件，占 0.48%。 其
中，质量、合同、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居
前 5 名。

“消费者投诉的商品中， 家用电子电器
类、食品类、服装鞋帽类、日用商品类、房屋及
建材类投诉较多。 而在消费者投诉的服务类
中，生活、社会服务类，销售服务，文化、娱乐、
体育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房屋装修及物业
服务位列前 5。 ”丁涛指出，随着疫情稳定，餐
饮行业加速恢复，投诉也相应增多，一季度共
受理餐饮类投诉 209 件， 占生活服务类投诉
的 36%，主要体现在餐厅提供的菜品质量差、
服务员服务态度和质量不好、 预订宴席后随
意更改合同内容、 消费者食用餐厅提供的餐
食后导致身体出现异样、 部分餐饮店未明码
标价、某些时令菜品随意要价等方面。

如今，快捷方便的网络购物在生活中已
不可或缺，在一季度受理的 294 件销售类投
诉中，网络销售 197 件。 随着新兴的社区团
购消费量越来越大，问题也暴露出来。 “消费
者在团购平台上购买商品之后，再到社区团
购‘团长’或者与平台方有合作关系的小商
铺等处领取商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向谁
维权就成为一个问题。 ”丁涛说，直接收款方
是团购平台，但提供服务的并非是传统网购
平台中的第三方店铺的经营者，平台对其的
约束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的网购方式，“建立
有效的社区团购维权模式，还有待从根本上
理顺其中各方的关系”。

省消保委建议广大消费者， 在选择社区
团购商品前一定要认真甄别，查看平台资质，
了解售后服务情况，选择信誉良好、售后规范
的团购平台。 团购平台对供货商资质、供货渠
道严格把关， 所售商品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等；消费者收货时，及时验收，查验产品优劣，
根据需要理性消费， 不要因团购平台的低价
促销而盲目囤积产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消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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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某 “网红 ”饮料品牌发
布致歉声明 ，称其乳茶产品标示
未说明 “0 糖 ”和 “0 蔗糖 ”区别引
发误解 ，并宣称产品包装已改为
“低糖 ”“低脂肪 ”，网友纷纷直呼
“被骗长胖”。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更加注重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催生一些标榜 “健康”“无糖”“零
卡”的饮料。 从苏打气泡水到牛乳
茶，该饮料品牌的“出圈”与其主打
的“无糖”概念密不可分，切合消费
者“好喝不长胖”心理。

事实上，很多产品所谓的“无
糖”，其实是“0 蔗糖”，但“0 蔗糖”
并不等于“0 糖”，只不过没有添加
蔗糖，依然使用某些甜味剂或者代
糖。该乳茶产品配料表中赫然在列
的结晶果糖是“正儿八经”的糖，它
所产生的热量并不低，商家却一直
标榜这款产品是“喝不胖的乳茶”，
偷换概念，误导消费者。 由于无糖
饮料中的甜味剂在大脑中会产生

兴奋作用，容易引导人摄入更多高
热量食物，商家打着“无糖”名义诱
导消费者，很可能让处于减肥控糖
中的消费者更难戒除对糖的依赖。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明确规定，食品标识中不能使
用“不添加”“零添加”“不含有”或类
似字样。 《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在大多数消费者
对于“0 蔗糖”与“0 糖”之间的区别
没有准确认知的情况下，品牌宣传更应精准，明白告知产品
成分，并努力降低饮料中各种糖分的添加，而非玩概念、走
捷径、打擦边球。

这件事无疑折射品牌方对消费者的不尊重。现实中，
不少“网红”品牌通过造概念、搞营销、抓眼球快速占领市
场的同时，存在过度宣传、误导传播等种种争议。像“乳茶
有奶必然有糖”之类的常识被刻意回避，看似收获了一拨
“智商税”，实则自伤元气。 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被欺
骗，前期积累的信任就会崩塌，即便后期推出其他优质健
康的产品，消费者也难再买单，难怪有人戏说“文字游戏
一时爽，翻车塌房难收场”。

此次风波也给其他品牌提供了前车之鉴。 唯有踏踏
实实做产品、坦坦荡荡做生意、认认真真对待消费者，才
能避免信任危机，从“网红”到“长红”。

·市场漫话·

徽茶如何走好品牌路

发挥名优茶多的优势，讲好徽茶故事，做足茶文化文章

品牌，是开拓市场的名片。
4 月 12 日，记者来到岳西县，见到县特

色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蒋本勤。 50 多岁的他
搞茶产业已 30 多年。“岳西县茶园面积 18.29
万亩，总产值超过 7 亿元。 下一步将重点开
拓山东、山西等北方市场。 ”蒋本勤说。

“你们济南人知道岳西翠兰吗？”听闻后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位济南朋友。 这位朋友
先是问 “这是啥 ”，然后一番了解后惊讶地
说：“居然是国礼茶，这么厉害！ ”这说明岳
西翠兰知名度还不够高。 其实， 早在 1985
年，经官方评定，岳西翠兰就已跻身全国名
茶之列， 曾作为国礼茶赠送给外国政要，底

蕴深厚。
那为何它品牌还不够响亮？ 在冯立彬身

上，记者找到了答案。
4月 13日一早， 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岳

西翠兰创制者之一的冯立彬正在做茶，房间里
到处弥漫着茶香。 攀谈中记者了解到，作为岳
西翠兰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人、创制人，冯立
彬身上沉淀的茶文化和历史资源并没有得到
很好开发，也没有转化为系列产品。 “前些年只
知制茶。茶做好了不就行了吗？”但现在他的想
法变了。 “不宣传不行， 别人的品牌越搞越厉
害，再不宣传竞争不过人家。 ”老实木讷的冯立
彬不停叮嘱记者：一定要帮岳西翠兰多宣传！

姚河乡香炉村，是岳西翠兰另一个发源
地。 1983 年，香炉村人刘会根与冯立彬一起
创制岳西翠兰。 在他的茶园里，记者看到足
足有 100 多棵树龄在 300 到 500 年的古茶
树。 “如果是在福建或者浙江，围绕这些茶树
肯定要讲出精彩的故事，开发‘茶王’系列产
品。 但这里的古茶树所产茶叶，只作为普通
茶售卖。 ”蒋本勤遗憾地说。

“安徽虽然名茶多，但在外省存在感并
不高， 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名茶背后的故
事。 ”在祁门县，一位来采购茶叶的吉林茶商
表示，现在人们消费茶不仅仅是消费茶叶本
身， 更重要的还有茶品牌背后的历史和文

化，“在品牌上安徽茶还要努力！ ”
业内人士表示 ， 安徽有 4 个全国性名

茶， 还有一大批类似岳西翠兰的地方名优
茶， 它们很多都具备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
淀。讲好徽茶故事，做足茶文化文章，是品牌
赋能，提升知名度的主要手段。 前不久公布
的安徽茶产业振兴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
宣传安徽茶品牌，弘扬安徽茶文化”。

公共品牌的宣传投入大、周期长，需要
政府牵头并加大投入。 岳西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方再友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推动“南茶
北进”， 在山东济南、 山西太原等地开展营
销。 开展来榜公界山千亩古茶园采茶文化
节、姚河（岳西翠兰）茶文化旅游节等活动。
推动岳西翠兰手工制作技艺申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围绕非遗技艺传人策划产
品，挖掘并且讲好岳西翠兰茶文化，让岳西
翠兰从地区品牌变身全国名茶。

抓好基地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品牌之路才能走得又快又稳

塑造品牌 ，如何把握节奏 ，走得又快
又稳 ？

如今，说起歙县大方茶，能眼睛一亮、翘
起大拇指说声 “这是好茶 ”的人 ，已经不多
了。 1959 年全国“十大名茶”评比，歙县大方
茶名列其中。 如今大方茶已衰退。 4 月 9 日，
记者来到歙县，探访大方茶品牌兴衰背后的
故事。

歙县三阳镇岭脚村，位于天目山脉清凉
峰下，是大方茶核心区。 村民冯全根、冯鑫洲
父子， 是如今不多的还在坚持做大方茶的
人。 冯全根 40 多岁，祖上 5 代做茶。 “大方茶

创制于清代， 上世纪 80 年代在北方市场非
常流行，价格也高，销路好。 ”冯全根回忆，但
因为市场需求大，产量跟不上，一些低档次
的茶也用来冒充大方茶， 导致口碑迅速变
差，被市场抛弃。

记者看到 ， 大方茶外形酷似西湖龙井
茶 ，颜色略深 ，冲泡后有明显的熟板栗香 。
“品牌的兴衰也提醒我们必须关注质量，先
把茶做好，才能做好品牌。 ”冯全根表示，现
在他的茶园全部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和除
草剂。

记者随着冯全根走进茶园看到有不少

茶树疏于管理。 “过去山坡上全是茶园，现在
因为产业萎缩不少都荒废了，更谈不上良种
改造。 ”冯全根反映。

打品牌，先要种出好茶。 安徽茶产业振
兴意见提出要加快茶园更新换代，大力实施
科技兴茶，加快茶叶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
应用。 组织实施茶叶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创
建、农药化肥减量行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
动等项目。 让“安全”成为徽茶最重要的标签
之一，品牌之路才能走得稳当。

强企，则是品牌能走得远的重要基础。

记者来到歙县时，当地正在举办滴水香
品牌宣传活动。 作为一个新创不久的茶叶品
类，它在当地的声势已超过大方茶。 “这主要
得益于有几家较大的龙头企业带动，在品牌
塑造、基地建设等方面提升很快。 ”歙县农业
局茶叶事业中心高级农艺师唐茂贵表示。

为此，我省提出，鼓励有实力的茶叶龙
头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 组建大型产销集
团。支持黄山、六安等市和岳西、石台等县开
展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创建，率先打造一
个综合产值超 350 亿元的茶产业集群 。 宣
城、池州、安庆等茶叶主产市也要比照国家
产业集群建设的思路和模式， 创建茶产业
集群。

“在资金使用上，希望更多体现‘扶优扶
强’的导向，避免‘撒胡椒面’。 ”采访中多家
企业负责人呼吁。

4 月 13 日，太平猴魁开园，黄山市
黄山区新明乡猴村家家户户忙制茶。

本报记者 陈明 摄

加大投入，主动作为，是新兴品牌崛起的必由之路

在很多人看来，品牌是历史和环境赋予
的。 自然条件好，历史上有名茶，才能打响品
牌，否则就难有作为。 事实真的如此吗？

4 月 7 日 ， 记者来到滁州南谯区施集
镇 ，这里漫山遍野是茶园 ，龙头企业金鹰
茶厂里到处摊晾着鲜叶，清香扑鼻。 “许多

人印象里滁州不产茶。 但这几年我们茶产
业发展非常快 ， 带动农民增收效果突出 。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 ，下一步重中
之重是打品牌 。 ”施集镇党委书记范文张
介绍。

据了解，经过持续努力，去年南谯区“西
涧春雪” 成功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有了这个金字招牌， 我们的茶就能更好地
销往外地市场，效益也会更高。 下一步还要
依托龙头企业和协会，做好品牌的授权使用
和管理。 ”范文张表示。

大方茶品牌的退化和“西涧春雪”的成
功注册，说明品牌打造事在人为。 广德黄金
芽产业的发展也佐证这一点。

前些年， 广德茶产业知名度并不高，但
现在“中国黄金芽第一县”的声名远播，营销

网点遍布全国 100 多个地区和城市。 “广德
茶产业怎么一下就起来了？ ”很多人惊叹。但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扎实的品牌营造。

广德市茶业协会会长戈照平介绍，近年
来广德实施 “广德黄金芽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的双品牌战略，每年在上海、杭州、
合肥等地举办多场推介会、品鉴会。 在重大
活动和博览会、展销会上组织企业以“广德
黄金芽”整体品牌形象参展。 2020 年广德黄
金芽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通过评审。

“政府拿出了真金白银。 每年安排 500
万元财政资金设立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
申报省‘黄金芽茶产业＋金融＋科技’发展试
点县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整合涉农项目资
金向茶产业倾斜。 ”戈照平说，去年全市茶
叶产值超过 12.8 亿元 ， 茶产业带动农户
3.8 万户 ，占全域农户总数 32%，农户年均
增收 7000 元左右。 广德黄金芽茶产业已成
为当地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农民致富增收
的新引擎。

几天的走访中 ，岳西 、歙县 、黄山等地
的茶企负责人 、相关专家纷纷表示 ，福建 、
贵州等地的茶产业崛起并没有什么秘诀 ，
品牌打造也没有那么神秘。 安徽茶品质全
国数一数二 ，关键在于政府要重视 ，把茶
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 主动作
为 ，加大真金白银投入 ，品牌崛起自然水
到渠成。

·市场调查·

近日，，首届安徽开茶节暨第十三届合肥··庐江
白云春毫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活动在庐江县柯坦

镇分水村万亩茶园举行。。
本报通讯员 柳晓华 摄

■ 本报记者 史力 彭园园

“文字游戏” 王艺林/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