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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价价黑黑猪猪肉肉搅搅局局
猪猪肉肉升升级级战战启启幕幕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黄思婷 施晨蓓

黑猪肉卖出普通价
外来户杀入本地市场

最近，逛菜市场的杨女士发
现，她住的棋盘小区里，一家店
卖的黑猪肉价格才20多块钱，仅
比普通的白条猪肉高了一点。杨
女士说的这家店是之前被热炒
的北大屠夫“壹号土猪”。从南方
市场一路杀到了北方，而山东是
我国白条猪的主要产区之一。据
悉，北大屠夫已经进入青岛和济
南市场。

“我回家炒菜试了试，感觉
口感和普通猪肉差不多。”尝鲜
的杨女士买过后，这样评价。不
过市民闫先生也在这家店买过
猪肉，他感觉猪肉不错。“只要
按照销售员教的做法制作，还
是能吃出差别的。”

记者对农贸市场和超市的
猪肉价格做了对比，同一天，以
猪后腿为例，棋盘小区菜市场
上金锣是每斤15块多、嘉德美
是21元/斤、壹号土猪22 . 8元/
斤。在大润发超市，沂蒙黑猪
27 . 9元/斤。而在淘宝的徒河黑
猪旗舰店上，后猪腿价格约94
元/斤，不过搞活动是买三送
一，约为70元/斤）；老隽头东北
黑毛笨猪肉是36 . 8元/斤。

壹号土猪济南负责人陈仪
瑞表示，壹号土猪在山东市场的
价格是全公司系统里价格最低
的。比如，后腿肉、五花肉在山东
市场卖22 . 8元/斤，而其他地区
卖到36 . 8元/斤，与山东差不多
的大连、沈阳等城市的价格平均
比山东市场贵了5元左右。

“不过，即便如此，由于老百
姓认知度不够，壹号土猪的市场
并没有打开。我们一家店一天
平均卖不了一头猪，整体销量
不算大。济南地区一个月平均
亏十几万到二十几万。”陈仪瑞
分析，因为此前济南市场上市
民对黑猪肉的印象就是贵，而
且市面上黑猪肉的店铺也比较
少，黑猪肉卖得这么便宜很多老
百姓信任感也比较低。

连10%的份额都不到
市场增长潜力较大

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厅获悉，

“土猪”是对
地方猪的俗称或
泛称，广义概念的

“土猪”还包括土杂猪
等。目前我国对“土猪”并
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

目前，我国市面上销售的
主要是白条猪肉，猪种主要是
外三元。其优点是生长快，饲料
转化率高，在我国饲养非常普
遍。还有一种是土杂猪，是黑猪
和国外猪杂交，但随着迭代，黑
猪血统将越来越少。

像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徒河
黑猪、莱芜黑猪都是在中国有几
千年驯养历史的品种，黑猪生长
期慢，体重偏低，一年生黑猪仅
150斤，所以在上世纪末西方白

猪大举进入中国后，几近灭绝。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山

东市场上销售的黑猪肉连10%
的份额都不到，未来市场增长
潜力比较大。

对于壹号土猪这样的外来
猪肉品牌，本地的徒河黑猪品牌
并不紧张。山东徒河黑猪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训照表示，“更
多黑猪品牌进入山东市场，有利
于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让更多消

费 者 接
受这一猪

肉细分产品。
对于影响，

张训照调侃说，毕竟
他们只是在济南开了30家档
口，对济南这样规模的城市来
说，并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像金锣、维尔康等本土的
生猪品牌，对于外地土猪的进
入，反应也较为平淡。不过，也
有品牌商家表示，目前猪肉市
场价格持续走低，未来他们也
考虑谋求转型。

临沂凯佳食品负责人高远
才表示，黑猪因为养殖时间长，
转化率低等问题，整猪的重量不
如外来三元猪的重量。三元猪从

断奶到长成220斤需要四五个
月，而黑猪至少要一年。所以黑
猪价格高不言而喻。高远才也看
到了市场变化，“以前我们出去
吃饭，饭桌上可能有7个猪肉菜，
现在才有两个，猪肉逐渐淡出人
们的餐桌。所以，猪肉养殖户现
在最重要的不仅是产量，更重要
的是养出质量，才能适合消费者
的口味。”

目前临沂、青岛平度等地
都出现了黑猪养殖场。据介绍，
随着去年环保整治后，散养户
越来越少，猪养殖越来越集约
化、品牌化、精细化。

预计两到三年内
市场会有明显变化

根据最新的山东省畜牧兽
医局统计，第10周（3月5日-3
月11日），我省生猪价格继续下
调，生猪养殖迫近盈亏线。需求
方面，市场对猪肉的需求较往
年减少，加之年后迎来的消费
淡季，导致市场需求疲软，也加
速了猪价的下跌。

但陈仪瑞告诉记者，他们对
山东市场有信心，未来将在济南
青岛两个城市分别铺30家左右
的肉店。而目前，他们正在淄博
建设养殖基地，预计今年10月份
投入生产，到明年初产量达到10
万头。供给整个华北地区，除山
东市场外，还会供给包括北京、
天津、大连、沈阳等。

业内认为，近几年国内将
迎来猪肉市场的消费升级，国
民长期消费的白条猪市场将面
临改变。

陈仪瑞预计济南市场的
培育时间在一年半左右，价格
也会随着未来市场的销量有
所提高。“每个地方消费者的
接受时间各不相同，最快的南
京市场我们用了两个月的时
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一头猪
卖的总价大概在三四千元，而
山东市场一头猪卖价仅有两
千多元。”

壹号土猪对山东市场的预
期是5年内，从一千万增长到八
千万。比如，广东市场经过十年
的消费培养，如今黑猪市场和
白条猪肉市场份额基本上对
半，彻底颠覆了以前白条猪的
市场主导地位。他们预计山东
市场两到三年的时间，会有一
个比较明显的市场变化。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孔雨童

4月14日上午，济南泉城公
园，刘宏章“环鲁跑 慈善行”
的起点，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
将环绕跑遍全山东，途经8个城
市，全程1200公里。

60岁的刘宏章是香港人，
2016年11月被确诊患癌，他毅
然决定用跑步和慈善“拯救”
自己。因为热爱齐鲁大地，曾
在济南做过两年志愿服务的
他，将“慈善行”的第一站选在
了山东。

2016年底，在一次彻底检
查后，老刘被确诊前列腺癌。在
经历种种煎熬后，做了一辈子
社会服务的老刘开始琢磨如何
拯救自己，也拯救自己在内的
病患群体。“面对未来，我想给
余生更多坚持的力量。”

在香港，为某个患者群体
筹款的慈善跑活动比较常见。
结合自身的体育爱好和病情

后，老刘决定用慈善跑为这个
群体做点什么。

这一次，老刘决定把这个
活动开在内地，第一站就想到
了山东，他曾经做过志愿服务
的地方。“我想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可以帮到我自己和这个群
体，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康复，
并且活下去。”老刘坚定地说。

在山东工作的两年时间
里，老刘认识了很多济南的社
工朋友，其中就有历下区甸柳
新村街道第一社区书记陈叶
翠。“她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
当年刘宏章督导的社工项目在
甸柳新村一居落地，在工作上
和陈叶翠有过交集。老刘回忆，
当他完成济南的工作计划返回
香港时，陈叶翠表示，“你人虽
离去，但香港社工的情怀在社
区生根发芽。”

2018年1月，老刘第一次来
到济南勘察“环鲁跑·慈善行”
线路的时候，与朋友谈起陈叶

翠。“我对山东很有感情，想趁
活着，在山东留下我的慈善脚
步。”回想起陈叶翠，老刘内心
无限感慨。

那时，他计划用几十天的
时间绕山东跑一圈，以此来为
山东的患者筹集善款，同时呼
吁整个社会对癌症患者的关注
和帮助。

老刘计划通过这次环鲁
慈善跑，募捐20万的善款 ,然
后按照5000元/人的救助标
准，为济南市更多的癌症残障
人士的医疗和康复活动提供
资金扶持，努力减轻他们的生
活负担。

据了解，环鲁跑于2018年4
月14日开始，分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为济南-聊城-菏泽-
枣庄，路程约为460公里；第二
阶段为枣庄-临沂-日照-青
岛，路程约为361公里；第三阶
段为青岛-潍坊-济南，路程约
为366公里。

为为癌癌友友筹筹款款，，患患癌癌社社工工要要环环跑跑山山东东
刘宏章：给余生更多坚持的力量

“以前出去吃饭桌上可能有7
个猪肉菜，现在才两个”

14日，刘宏章在跑友的陪伴下，从泉城公园开跑。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黑猪肉才20多
块钱，怎么这么便
宜。近日，家住济南
棋盘小区的杨女士
发现家门口开了家

“壹号土猪”肉铺。
据悉，山东猪肉市
场一直是白条猪肉
为主，土猪、黑猪虽
然有，但是因价格
昂贵，一直没有铺
开。

电商平台
黑、白猪消费占比

黑猪 21%白猪 79%

消费者全渠道购买品牌猪肉频次

猪肉市场价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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