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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连续多周上涨，出栏量仍充裕，专家表示———

猪肉供需趋向基本平衡
5 月 13 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生猪期货 2209 主力合约以 19720
点报收， 比 4 月 15 日收盘 16640
点大幅上涨了 18.5%。 5 月份第一
周 全 国 猪 肉 价 格 每 公 斤 24.51
元 ，环比上涨 2.3% ，已是连续三
周上涨。

猪价反转了吗？接下来价格走
势如何？ 当前生猪供应形势怎样？
养猪行业盈亏情况如何？带着这些
问题，笔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人士。

“今年 4 月份，北京新发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
处于近几年同期中位水平。 ”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
理刘通说。

“当前生猪供过于求的局面逐
渐改善，但供给仍然较充足。”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朱增勇说。

从生猪存栏看 ，2022 年以来
生猪存栏逐渐从高位下降。 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底全
国生猪存栏 4.23 亿头， 较上年底
下降 5.9%， 但同比增长 1.6%，意
味着今年二季度生猪出栏量依然
较充裕。 3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 4185 万头， 同比下降 3.1%，较
2021 年 6 月份累计下降 8.3%。 受
4 月份猪价回升影响，预计 5 月份
能繁母猪产能比 4 月份仅小幅调
减。 不过，专家表示，经过持续调
减， 全国能繁母猪产能已接近常
态水平。

受猪价回升以及养殖户对下
半年猪价看好等因素的影响，仔猪
价格连续 6 周累计上涨 23.3%，5
月第 1 周达到 29.41 元/公斤。 当
前，仔猪价格已回升到生产成本线
或者成本线以上。

根据近年生产成本数据测算，
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价
约为 7∶1。 当猪粮比价低于 5∶1 时，
视为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
5 月 4 日猪粮比价为 5.32， 比 2 月
份的 4.90 有所改善， 但仍处于过
度下跌二级预警区间。

“猪价低点已过，未来将会震
荡回升， 逐渐反弹至成本线以上，
但养殖户不应对后市价格有过高
预期。 ”朱增勇说。

从短期看，“五一” 后猪价将
回调，但回落幅度不大。 主要是因
为“五一”后猪肉消费疲软。 前期

压栏的一批大猪可能将在 5 月份
陆续出栏， 短时间内市场可能供
大于求。

不过， 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猪
价将会呈震荡回升走势。 朱增勇告
诉记者，今年二季度生猪出栏量由
去年三季度能繁母猪配种量决定，
自去年 7 月份开始，能繁母猪存栏
量逐渐下降，仔猪供给量下降使今
年二季度生猪供需形势逐渐好转，
预计猪价将会震荡回升。 鉴于今年
一季度养殖户对三季度猪价预期
较高，补栏积极性提升，仔猪补栏
价格已回升到 400 元/头左右。 外
购仔猪养殖与自繁自养出栏成本
将会在三季度趋于一致。

“4 月份，猪价触底反弹，当前
猪肉供需已由供给过剩向基本平
衡转变，意味着后期猪价继续下跌
的可能性比较小，本轮猪价下跌周
期或已结束，未来可能将进入新一
轮周期。 ”朱增勇说。

（黄俊毅）

小龙虾价格“跳水”
近日，“小龙虾价格跳水” 冲上

微博热搜， 最低价跌破每斤 10 元。
而在一个月前， 它的最低零售价还
在每斤 20 元上下。 小龙虾销售旺季
已到，阜阳市场情况如何？ 价格还会
下探吗？ 对此，笔者进行了走访。

5 月 14 日， 笔者走访阜城部分
农贸市场、超市了解到，目前小龙虾
价格相比于上个月几乎是 “腰斩”，
活虾跌至每斤最低 12 元。 在新世纪
农贸市场水产区看到， 几乎每个摊
位都有小龙虾在售，顾客不少。 记者

了解到，这里的小龙虾以红虾为主，
每斤价格在 12 至 16 元。

“去年同期，小龙虾每斤售价 16
至 22 元，今年提前卖出了低价。 ”新
世纪农贸市场管理员孙伟说， 该市
场销售客户主要为大排档、小饭店，
销量大，所以价格较低。 当日下午 5
时半，在搬井农贸市场水产区看到，
这里的小龙虾以青色为主、 个头儿
偏大。 有卖家表示，青虾比红虾上市
略晚，肉多、质嫩，每斤约 24 元，价
格比上月降了十几元。

为何小龙虾价格出现明显回
落？ 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水产经理
史拥军说， 主要是因为现在正逢小
龙虾集中上市季节。 往年这个时候
小龙虾价格也开始回落， 呈供需两
旺态势。

每年 4 至 8 月是小龙虾消费
旺季。 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运输
不畅、饭店需求量下降。 此外，今年
小龙虾养殖户大量增多，导致量多
价低。

（周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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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89公斤！
阜阳小麦理论测产创新高

899.89 公斤！ 5 月 13 日，颍泉区
中市街道中北社区“烟农 999”高产
示范田里， 提前传来丰收的喜讯：当
天，专家在这里进行理论测产，结果
较去年阜阳连续第三次刷新的安徽
省小麦单产最高纪录高 48.84 公斤。

5 月 13 日， 距小满还有不到 10
天，来自安徽省种子管理站、省农科
院皖北分院和阜阳市农技推广中心、
市植保站的多名测产专家，来到颍泉
区新世纪种业高产示范田，进行理论
测产。

不同于实打验收，理论测产是按
亩穗数（万）×穗粒数（粒）×品种审定
时小麦的千粒重 （克）÷100×85%，计
算出理论亩产量。

专家组分别在“烟农 999”、“新
世纪 999”、 “徽研 66”、 “徽研 77”4
块高产示范田，各随机选择 3 个点，
并用套圈的方式选择了 0.5 平方米

的地块。在数清每个点的穗数、穗粒
数后，专家们根据 3 个点的数据，分
别测出了 4 个品种的理论产量。 其
中，“烟农 999”亩均有效穗数为 53.
9 万穗、穗粒数 42.7 粒，按常年平均
千粒重 46 克计，折合理论亩产 899.
89 公斤， 比去年实打验收高出 48.
84 公斤。

阜阳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
会秘书长邓坤分析，除了种植品种亩
均有效穗数、千粒重、穗粒数稳定，冬
季抗寒性、 春季耐倒春寒性良好外，
小麦返青期及时防治、 扬花期无雨、
阜城静态管理期间政府组织农业社
会化服务企业防治赤霉病，也是促成
今年小麦丰收在望的重要因素。

此次理论测产创新高的 “烟农
999”，已连续 3 年创安徽省小麦实打
验收新高，在阜阳市种有 145 万亩左
右。 （杨燕）

化肥价格再上涨 种粮农户压力增

■ 本报记者 刘刚

眼下离夏种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不少农户已开始积极购买化肥。据部分
农户反映，5月初以来，化肥价格再次迎
来新一轮明显上涨，直接影响到夏种成
本的增加，一些种粮大户期盼政府部门
能继续出台农资补贴政策。

化肥价上涨幅度较大

“现在尿素价格上涨的幅度太
大，一吨尿素价格都卖到 3600 元，比
去年同期高 1200 元。 ”5 月 16 日，正
在地里查看小麦生长的种粮大户孙
子富向记者介绍了当前的农资价格，
孙子富是涡阳县陈大镇的种粮大户，
常年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 他

说，今年 5 月初以来农资价格再次上
扬，导致他的种植成本大幅增加。

“俺算了一下，一亩地农资成本
至少增加 100 元，农药、除草剂、种子
成本也要增加至少 40 元。 ” 孙子富
说，他今年要种植 1000 亩玉米，农资
成本整体要比去年多花 10 万元左
右，这对于他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

葛浩新是阜阳市颍泉区的种粮
大户，今年他准备种植玉米、高粱等
农作物 3000 多亩。 “今年农资价格已
经上涨好几次了，比去年同期高的太
多了。 ”一提到目前的农资行情，老葛
就非常着急。 他说，前几天从外地买
回来 20 吨复合肥， 每吨价格要比去
年同期增加 1400 元，此外，农药、种
子等成本也是一路走高。 “我估计今
年每亩玉米种植成本要比去年多 120
元左右， 我总的成本增加了将近 36
万元。 ”葛浩新对记者说，目前他在积
极购买化肥，因为 6 月份的用肥旺季

可能价格会再次上涨。
不仅玉米、大豆种植户感觉压力

大，水稻种植户也是对农资价格上涨
感到紧张。 东至县官港镇水稻种植大
户董金亮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尿
素价格上涨较快， 每吨要接近 3500
元，比去年高了 1200 元，每亩水稻的
化肥成本要增加 80 多元，“因种地面
积大，资金很紧张，感觉今年种粮成
本增加的太多了。 ”

多因素推高化肥价格

据省农技推广总站相关人士分
析，受俄乌冲突、国际国内粮食供求
关系、新冠肺炎疫情、生产资料价格
上涨等因素影响，今年粮食价格上涨
压力加大。 稳定粮食生产，面积是粮
食产量的核心基础。

今年四五月份以来，受原材料货
紧价扬、国际市场价格拉动和阶段性
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化肥价格

持续上涨、处于历史高位，我国个别
地区也出现供应偏紧的现象。 此外，
柴油等农资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
上涨。 在一些地区，由于农产品的价
格呈现上涨趋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有所提高，但化肥价格猛涨吞噬了这
部分种粮收益。

省农科院作物所专家曹承富说，
农资价格上涨，既有市场供需失衡和
物价水平上涨因素，又受国际国内市
场原油、 煤炭能源供应紧张以及生
产、运输成本上涨等影响。 原因有多
个方面，例如市场供应偏紧、需求集
中释放等。 部分地区受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影响，企业产品输出和原材料输
入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天然气限供、
环保限产，部分企业销售重心向出口
市场转移， 导致国内市场供应趋紧。
受国际环境影响， 进口货源减少，出
口同比增加，推动农资价格上涨。
期盼再出台农资补贴

今年 3 月份， 为稳定农民收入，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务院针对农
资价格较快上涨，给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发放补贴；同时决定扩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
施范围，增强农民抵御风险能力。 前
一项补贴由中央财政安排 200 亿元
左右的资金。

“我们对这个政策举双手赞成，
虽然补贴不多，但毕竟让我们减少了
一些压力。 ”葛浩新告诉记者，农资价
格的上涨让种粮大户对未来信心不
足，今年夏种时节应该继续出台补贴
政策，而且一定要尽快落实到农户手
中，谁种地谁就应该得到补贴。

“补贴不能等到秋种后，一定要
尽早把补贴给种粮大户，减少他们的
压力，让他们有资金、有信心搞好农
业生产。 ”董金亮告诉记者，他希望能
尽早获得补贴，有充足的资金做好夏
季农田管理。

芍药开出“致富花”
眼下，正是芍药花开季节。 在临

泉县滑集镇李寨村竹园自然村 60 亩
芍药园里， 成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
姹紫嫣红，蔚为壮观，吸引了不少村
民前来观赏。

“这 60 亩芍药园， 融中药材种
植、生态农业、景观农业于一体，是我
2016 年投资 10 多万元打造的。 ”临
泉县李彪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李彪告诉笔者，芍药园里共种植
10 多个品种，其中有几种珍稀品种，
如高杆红、大富贵等。

据了解， 芍药花瓣和根可泡茶
喝，具有养血敛阴、柔肝止痛，促进新
陈代谢、 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芍药
是个宝， 不但可用于城乡绿化美化，
花瓣还可制作花茶和香料，4 年以上
的根茎可以入药，市场对于芍药的需
求量很大。 ”2016 年，在城里打工的
李彪“相中”了芍药，决定回乡创业，
流转土地打造一个芍药园。

李彪算了笔账，市场上一朵芍药

花批发价 0.5 元， 通过合理栽培，每
亩地可产芍药花 7500 朵，产值 3750
元，仅此一项，就比种植普通农作物
高出三四倍。“连续种植 4 年后，芍药
根就有了药用价值， 每亩可产 2000
斤，按每斤 12 元的市场价计算，可收
入 2.4 万元。 ”

芍药园的兴建，给周边村民带来
了就业机会。 脱贫户刘世杰在合作
社里打工，干一些锄草、施肥、摘花的
活，一年下来能挣 2 万多元。 他乐呵
呵地说：“芍药园就在自家门前，花开
了，我既能赏花，又可挣钱 ，是件美
事！ ”

“芍药在每年 4 月中旬前后开
花，花期 1 个月，茂盛期大约 15 天左
右。 市民可前来赏花、观光、休闲、采
摘。 ”按照李彪的谋划，芍药园将在
收获中药材的基础上， 向生态休闲、
科普教育等方向发展，总面积将逐步
扩展到 300 亩以上。

（靳克龙）

明光艾草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明光市女

山湖镇把做强艾草产业与人居环境
整治、宅基地改革工作有机结合，进
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致
富增收。

该镇将发展艾草产业与打造艾
草、旅游、体育、水产“四特小镇”融
合起来， 先后招引 2 家艾草深加工

企业， 投入 200 万元建设艾草标准
化厂房及配套设施，投入 50 万元为
艾草种植基地配套基础设施， 全力
保障艾草项目建好落地， 并出台配
套奖励办法，给予适当奖励补助。 将
闲置宅基地、 村庄空隙土地进行整
合， 由 50 余户党员、3 家合作社、15
户村干部带头种植推广。 目前光明

村藕塘组、山南村大林郢、对龙村湖
区已实现村庄空隙地全域种植，面
积 600 余亩。 山东村建成 600 亩艾
草示范基地一处。

女山湖镇探索“三三制”经营模
式，即“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成
本、利润三方各承担三分之一，村负
责整合土地、农户负责日常管护、企
业负责种植技术指导和收购。 全镇
总种植面积将达 2000 余亩，年产量
预计约 2000 余吨，年产值有望突破
500 万元。 （秦正道 王括 包增光）

周寨千亩大棚桃“抢鲜”上市
“今天浙江嘉兴客商又来收购大

棚水蜜桃了， 我有 7 个棚，11 亩地，
一次能摘 4000 斤桃，率先抢占市场，
价格也很好，每斤 12 元，我正在组织
人给他们摘桃。 ”5 月 15 日，砀山县
周寨镇周搂村周磊一边摘桃，一边高
兴地告诉笔者桃子的市场行情。

近年来，周寨镇做大水果文产业，

发展水果经济。 几年间，果农在周磊带
动下，已发展春雪 3号水蜜桃大棚 600
多座，占地面积 1000多亩。 该镇结合
实际，因势利导，以大村带小村，大户带
小户，发展桃产业，桃面积共计 4万亩，
桃品种 6个。 据统计，该镇水果大户现
有 1000多户、水果合作社 26家、水果
经纪人 100多人。 （孙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