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下区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8150707

泉城路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6095545

大明湖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1939666

东关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6553789

建筑新村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6568776

千佛山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6157687

趵突泉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6924497

解放路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1933137

文化东路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5876798

燕山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8934175

甸柳新村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1856738

姚家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8935771

智远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8981987

龙洞街道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81792929

敬 告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面深入

展开。历下区各级党组织热切盼望广大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及时与所在党组织取
得联系，并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亮出您的身份、展现您的风采！

中共济南市历下区委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3月
活动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产能过剩养猪业正在洗牌，咬牙挺住

姬光欣介绍，全国生
猪出栏量2012年是6 . 97
亿，2013年则比2012年增
加了1 . 8%，在7 . 1亿头左
右。济南鼎泰牧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有举透露，从
2011年起至2013年11月
前，销量同比一直处于增
长状态，“总量每年都增
10%。猪的出栏量越来越
多，产能是过剩的。”

对于猪价的升降，王
有举认为母猪存栏量在
50头以下的养猪户灵活
性更大，可以通过控制配
种增加出栏量。规模以上
养猪场则受猪场容纳量
的限制，养到220斤就一
定要出栏了。”

王有举介绍，2013年
年前生猪价曾出现过9元
1斤的情况，而2014年年
前最高价才7块多，并且
越到过年未升反降。“我
们的保本价是6 . 8元1斤，

现在5 . 5元1斤的生猪价
是纯亏本。”

但和自繁自养年出
栏300头的陈好春满脸愁
容不同，年出栏量达到
15000头的王有举似乎赔
得淡定。“济南市一半以上
是母猪量50头左右的养猪
户，现在的低价正是大规
模养猪场和小养猪户洗
牌的时候。亏也得养，大猪
场看重长期效益。”

2014年春节前后价
格并不好，全国生猪存栏
量下降。但王有举发现，
2013年11月份至今，种猪
销量同比下降了一半，

“以前都是同比增长，补
栏积极性下降了。”但今
年鼎泰牧业养猪场出栏
量预计仍要比2013年多
5000头。2013年的出栏量
已经比2012年多了3000
多头。

据2013年4月报道，

济南鼎泰牧业有限公司
作为济南市“菜篮子”新
成员，10万头生猪生产基
地项目将于2015年投产。
投产后可形成年存栏生
猪5万头，出栏生猪10万
头的规模。而记者从济南
市畜牧局了解到，2013年
与2012年相比，年出栏量
在100头以下的养猪户明
显减少了，其中年出栏量
在50头以下的养猪户降
幅最大，减少了33 . 2%，
由29277减到了19557户。

增幅最大的是年出
栏量在100-499头的养猪
场，增加了13 . 13%。年出
栏量在3000头以上的养猪
场增加了145个，其中5000
头以上养猪场数量增幅
有4 . 7%。仅种猪就有3000
头的山东华多公司负责
人翟先生就表示，“猪价跌
我们要大量补买母猪，因
为企业正在壮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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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猪猪价价格格出出现现十十年年不不遇遇衰衰局局，，每每
春节前7周就掉价，春节后价格跌得更快，跌得养猪户心里发毛

C05
今日济南

精读

斤斤跌跌至至55元元多多 4400头头猪猪不不卖卖，，每每天天赔赔113366元元
一个小养猪户的经济账和期盼

“现在好品种的生猪价钱
是5 .6元1斤，价格太低不舍得
卖，但不卖每头猪一天得亏
3 . 41元饲料钱。陈好春养了
150头猪，其中母猪15头，全年
至少能出300头育肥猪，每次
出栏量在20只—40只，出栏量
较大的是春节前后。

“但过年前价格不大好，
我只卖了35头。”现在又有40
头该出栏了，但从年前一直
到现在猪价都让他很揪心，
因为不管是卖掉还是养着，
他算了又算都是亏。

陈好春属于自繁自养的，
用自家的猪圈，刨去人工、场
地费不算，每斤肉得卖到6 . 5
元才能不亏本。“1头猪一天需
要吃7斤饲料，花11 . 81元，能

长1斤半肉，按现5 .6元一斤的
生猪收购价，每头猪1天就要
赔3 . 41元，40头1天就得赔
136.4元。”

陈好春说，去年12月中
旬，猪价有了些微降。而临近
春节的1月中下旬，生猪价一
直降，直到6元一斤。这让陈
好春很不解。“越赶节越没
价。”但过了节更没价，过完
年猪价又滑了，生猪只能卖
5 . 6元一斤。“我的猪由于品
种好现在1斤还能卖5 . 5元。
有一些猪因为肥肉多，现在
连5元一斤也难卖。”

“没办法，现在这个价钱，
40头都卖出去得赔近万元，彻
底被套牢了。”陈好春算了笔
养猪账：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

需5个月，出生第一个月得吃
160元的开口料长到50斤，之
后的四个半月长到200斤需要
吃900元饲料；妊娠期间母猪
需要吃160元料，生下小猪的
哺乳期需吃50元料，加起来就
是1270元。按5 .6元一斤，一头
猪仅能卖1120元，每头至少赔
150元。

回头算算，陈好春说2013
年全年养猪基本能保本，中秋
节生猪涨到了8元1斤；11月时
生猪价在7 .6元，这两个时期1
头猪能赚200—300元，而年底
却是赔本。2012年行情则较
好，全年都在7—7 .2元1斤，每
头能赚150元。但2014年就难
说了，“屠宰场人说还得跌，可
能要到5月份才会涨。”

2月27日，记者探访了高新区章锦街道办伙路村个体养猪户陈好春，年后开始大
跌的猪价让他很揪心，40头该出栏的猪不卖吧，一天要赔136 . 4元，卖了吧，总共要赔
近万元，真是太纠结、太愁人了。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养猪户已能通过保险应对猪病
害，但应对价格风险，不少养猪户仍待国家调节，他们对国家启动冻猪肉收储计划翘
首以待。

算来算去，卖不卖都赔钱，真愁人

应对年年变化的猪价，
陈好春说连着两年没有好行
情，自己只能一直保持15只
母猪的量，养了10年猪，他不
愿轻易放弃。“现在是不敢再
养多了。2012年底政府曾经
给过每头母猪100元的补贴。
2011年补过100元，希望还能
有补贴支持，或者政府早日
启动冻肉收储计划。”

陈好春所说的政府补贴，
是国家为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对养殖户能繁母猪的饲养补
贴。2011年、2012年农业部、财
政部都发出了当年的《能繁母
猪饲养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每头能繁母猪补贴100元，补
贴资金由国家承担。

济南市畜牧局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济南市养殖户已
有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保
险费分别为60元/头和30元/
头。养殖户只需自行承担
20%，剩下的由各级财政资
助。所限定的疾病和自然灾
害而直接死亡的能繁母猪可
享受每头1000元的保险金
额，育肥猪的保险金额为500
元/头。

应对跌价风险，养猪户仍
等待着国家冻肉收储。“2012
年和2013年都有过冻肉收储，
今年应该也有吧。”陈好春对
政府补贴和调控计划充满期
待，“没有别的办法。”

陈好春所说的国家冻肉

收储，是2012年5月由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制定发布的《缓
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
调控预案》。预案规定，当猪
粮比价连续一段时间处于
5 . 5∶1—5∶1之间时，国家会
适时增加中央冻猪肉储备规
模，地方政府也要适时增加
地方冻猪肉储备规模。同时，
适当增加活体储备规模。

2月19日，国家发改委网
页新闻透露，1月26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了预警信
息，正会同相关部门密切关
注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形
势，按照调控预案规定积极
准备启动中央储备冻猪肉收
储工作。

猪病害已有保险，价格风险盼国家补贴

此前，2012年4月中旬全
国平均猪粮比价跌破6∶1的
盈亏平衡点后，国家迅速启
动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
性波动调控预案，加强信息
预警，开展冻猪肉收储。

2013年3月13日，国家发
改委在生猪价格连续4周处于
盈亏平衡以下后，发布预警信
息，并在全国20多个省份同时
启动冻猪肉收储工作。

“生猪价格下滑是好事，
我们的养猪成绩较差，浪费

了大量资源。”山东省畜牧协
会生猪产销分会专家组组长
周玉晓说，“我国一头母猪一
年食用饲料在1075公斤左
右，比荷兰的养猪场效率低
很多。这样的养猪成绩很不
好，设备设施落后、技术力量
薄弱的低产养猪场、养猪户
退出市场是正常的。”

周玉晓说，应对市场变
化，养猪人应该关心养猪成
绩，改变养猪观念，改造养猪
环境，同时淘汰低产母猪和

老母猪，提高养猪生产的管
理和技术水平。

对提高应对价格风险的
能力，国内已有养殖户抱团建
风险调节基金的尝试。据报
道，2011年四川龙门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与隔壁的水利村
合作，建成了水利村优质生猪
养殖园区，采取项目资金补一
点、农民筹一点、丰年提一点
等多种渠道筹措建立风险调
节基金，在市场风险和疫病风
险来临时，返还给养殖户。

抱团自建风险调节基金或是有益尝试

“以前就想着吃肉，现
在基本以素食为主，猪肉吃
得少很多。”“80后”市民张
先生发现自己的饮食习惯
已经改变。记者2月28日上
午在菜市场采访多位买菜
市民发现，蔬菜已成为大部
分市民用量最大的食材，而
肉类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猪肉吃得少了，不少市

民还不时买些牛羊肉和海
鲜。市民刘女士说自己常选
择不同肉类，“过去就是吃
猪肉，吃顿猪肉就算过年
了。现在不一样了，牛肉羊
肉海鲜也买一些。以前是吃
实惠，现在吃花样，生活条
件好了，选择也多了。”

菜市场猪肉、蔬菜过
年前后销量变化小，猪肉

摊主王女士说，今年猪肉
的销量比较小，一天平均
卖50斤左右。菜摊主李先
生说，“一天能卖二三百
斤 ，和 过 年 的 时 候 差 不
多。”牛羊肉销量年后则比
过年时少得多，而牛羊肉摊
主武先生则表示现在的日
销量已不及过年时的1/3，
过年时一天能卖100斤。

不不吃吃肉肉的的人人越越来来越越多多
专家说：完全素食也不好

春节前后本是猪肉销售的旺季，节日带来
的肉类消费往往推动肉价上涨，但今年生猪价
格却于节前7周便开始反常下跌，且起跌价不
高，跌幅却较大，出现十年来首次旺季不旺现
象。有业内人士、专家分析，春节前供过于求所
致的跌价主要与7月猪价上涨、产能相对过剩、
市民春节饮食结构变化有关。

养猪户对春节市场预期过高，结果失算了

“2013年7月价格上
升，养猪户普遍预测到11
月都不会出现下跌。”姬
光欣说。山东省畜牧协会
生猪产销分会专家组组
长周玉晓也表示，在2013
年专家预测1、2、3季度猪
的价格应该在盈亏线上
下徘徊，预计到11月份猪
价才有回升可能。

“但是市场规律发生
了很不正常的变化，7月
份猪价就上升了。”周玉
晓说。这让高新区章锦街
道办伙路村个体养猪户
陈好春想起了2013年中
秋节前的生猪价，“那时

确实价钱好，涨到了8元1
斤，赚了一笔。”

周玉晓认为，2013
年春夏之交的低价本会
让部分中小型养猪场不
得不退出，但7月份猪价
上涨让中小养猪场坚持
下来了，很多猪经过5个
月的生长周期，集中在
春节前出栏。猪肉供应
数量也随之增多，这是
年前猪肉价格下降的重
要原因。

其 次 ，猪 病 相 对
2013年比较稳定，猪群
的健康状态比较好，猪
的死亡率明显降低也是

猪肉供应量大、猪价下
降的客观原因。

“春节前价格的下降
让养猪产业措手不及，冲
击很大。”姬光欣说，春节
前一个月即2014年1月的
存栏量比2013年12月减
少了4 . 2%，同比2013年1
月减少了2 . 2%，降到了
4 . 39亿左右。存栏量的下
降意味着出栏量的提高，
受2014年1月份猪肉价格
下降的影响，养猪户集中
空栏，市场上投放的生猪
数量增多，从而造成了供
应过剩，毛猪价迅速下
跌。

生猪价格年前7周开始下跌，十年不遇

2014年春节，市民王
超发现，一大家人吃饭，
剩下的总是猪肉，最快光
盘的永远是蔬菜。“以前
都是拣肉吃，现在全挑菜
吃了。肉吃得少了，价钱
应该会降点吧。”王超并
不常买菜，她不知道，从
15 . 3元/千克这个不算高
的价钱上，今年除夕前7
周毛猪价格就开始下降，
比2013年春节前后毛猪
最高价足足少了2 . 2元。

查阅2009至2013年
除夕前后山东畜牧网毛
猪价周报数据，记者发现
除夕前生猪价格下降几
乎年年有，但多只在除夕
前一周下跌，最特别的
2010年，除夕前5周开始
下跌，然而2014年除夕前
的下跌，早在前7周就开
始了。

近3年中，2011年除
夕前一周生猪价从14 . 2
元/千克降到了14元/千
克，但一周后价钱很快又
回升。2012年除夕前一周
生猪价钱也开始下跌，但
不像2011年时马上出现
回升，而是一直跌到了5
月，不过，始跌于近几年
难得的高价17 . 4元/千
克。

2013年开始出现节
前跌价提前，除夕前3周
生 猪 价 从 节 前 最 高 的
17 . 6元/千克一路跌到4
月上旬的11 . 6元/千克。

2014年，生猪节前跌
价则提前到了7周，而且
最高价只有15 . 3元/千
克，连跌至2014年第8周
(2月17日—2月23日)的
11 . 94元/千克，每斤已不
足6元，并继续下跌。下跌

幅度从2014年第二周开
始突然增大，环比跌了
4 . 03%，而之前每周的跌
幅都不超过0 . 5%。

从山东畜牧网2008
年至2014年生猪价月报
更能发现2014年的异常，
2008至2013年每年11—
12月生猪价格都会上涨
(2011年高价位持平)，但
2013年11—12月则异常
地出现了降价情况，从15
元 / 千 克 一 直 下 滑 ，至
2014年2月底已降到了约
12元/千克。

“今年出现猪肉价格
持续大幅度下滑是很不
正常的，尤其是春节前价
格的下滑。”卓创资讯分
析师姬光欣先生甚至以

“十年来首次旺季不旺”
来说明2013年底至今猪
价的特殊。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
金龙对市民饮食结构的调整
表示赞赏，“植物性食物中的
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和减少
三高、肠道癌症、肥胖和痛风
的发生”。

“但一点肉都不吃也不
大好。生长发育中的儿童青
少年、待孕及孕产妇、运动员
等人群最好不要素食。”王金
龙说，动物性食物中的优质蛋
白质、肉类中的脂肪是脂溶性
维生素吸收运转的重要载体，
胆固醇则是生长激素和性激
素的重要成分。这些人对血红
素铁需求量较大，因而动物性
食物对他们来说非常必要。

“动物性食物中的优质蛋白
质是这些能量消耗大、代谢
快的人群的重要原材料。”

好建议：完全素食也不提倡

该卖的还没卖出去，一窝小猪仔又落地了，真愁人啊。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陈好春两口子每天都关注市场行情，期盼能早日走出困局。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卖也亏，不卖也亏。本该出栏的40多头猪依然尴尬地养在圈里“耗钱”。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李祯林

延伸调查

好现象：食物结构更健康了

猪肉价格下跌除了市场原因，也有市民饮食风格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报记者采
访了解到，越来越多市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肉类食品摄入，转而以蔬菜、粗粮为主。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金龙认为，食物消费菜多肉少是好事，但一点肉不吃也不好。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李祯林

2月27日，在棋盘街菜市场，不少市民表示这些年饮食结
构发生了不小变化，吃菜多了，吃肉少了。见习记者 王皇 摄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李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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