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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北京某大型连锁超市
了解到，精品五花肉价格已经从年
初每斤近 40元跌至 23元左右，后
臀尖价格也从每斤 30多元下跌至
如今的16元左右。

“今年以来猪肉价格都在跌，
特别是 3、4月份跌得更狠。”该超
市肉类销售员说：“现在的价格放
在年初，想都不敢想。”

猪肉价格为何如此下跌？国
家发展改革委称，近期，由于大体
重生猪集中出栏、进口冻猪肉增加
及季节性需求偏弱等因素叠加影
响，生猪价格持续下降。

“生猪出栏量的大幅攀升是核心

因素，主要在于年内生猪产能的快速
恢复以及去年同期出栏量偏低。”银
河期货生猪研究员陈界正说。

“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出栏
的生猪多了。”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畜牧兽医处处长武深树介绍，截至
今年 4月底，湖南省共出栏生猪超
过1500万头，不仅同比上升3成左
右，而且已连续增加了19个月。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发展
处日前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估计前
5个月辽宁全省生猪存栏 1560万
头，同比增长 30%；生猪出栏 1096
万头，同比增长 25%；猪肉产量 95
万吨，同比增长25%。

6月18日晚，记者从云南北移
亚洲象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
获悉，17日，14头北移亚洲象经过
跋涉，离开玉溪市易门县域，于当
日21时48分进入峨山彝族自治县
大龙潭乡。此前象群已在易门县
境内持续徘徊10天。

象群徘徊10天后
迁移转场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提供的
监测视频显示，象群在易门县活动
的这 10天一路走山梁，时而活动
频繁，迁移较远；时而整顿休息，小
范围迂回。18日7时许，象群开始
整顿休息，一直睡到了当日 14时
50分左右；17时30分，象群开始在
山箐里玩耍，在红薯地里吃红薯
藤。

6月 18日 7时许，14头大象在
峨山县大龙潭乡迭所村委会下方
300米的山箐中不再移动。

据云南北移亚洲象安全防范
工作省级指挥部介绍，迭所村委会
在易门县和峨山县交界处，海拔

1500多米，这里的山势较高，山间
错落着一块块农田，位于元江支流
绿汁江流域。村委会离十街乡政
府有半小时车程，为了更好地保证
对象群的监控和现场管控，指挥部
负责人认为前方指挥中心人员有
必要随大象进行转场。

18日 14时 30分，经过反复研
判，在易门十街乡政府驻扎了 11
天的“追象人”集体向峨山迭所村
委会“转场”。

独象与象群
直线距离25公里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持续监
测，截至18日17时，象群仍在峨山
县大龙潭乡迭所村活动；独象离群
13天，于6月17日22时7分进入安
宁市辖区，位于象群正东方向，与
象群直线距离 25公里，在安宁市
八街街道附近活动。

由于现场交通疏导、安全防范
和监测布控困难明显加大。省级
指挥部组织专家对进入安宁市的
独象迁移路线开展实地踏查，评估

独象肇事风险，研判路线，提出科
学助迁方案。根据独象迁移情况，
安宁市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与晋宁
区现场指挥部同步运行。

现场指挥部当日共投入应急
处置人员及警力 138人，出动渣土
车 202辆、挖掘机等工程车 25辆、
应急车辆 94辆、15架无人机 24小
时不间断监测，疏散群众 1329户、
4774人，投喂象食0.7吨。

专家研判：
象群已呈现南返趋势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
工作省级指挥部专家组成员沈庆
仲初步研判，象群已呈现南返趋
势，具体路径还需进一步研判。此
外，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
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监测显示象
群动态整体平稳。 据《新京报》

云南迁徙象群转场至峨山
专家称象群已呈现南返趋势

广东6月18日
新增6例本土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电 根据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 19日发布的通报，6 月
18日 0-24时，广东省新增 6例本土
确诊病例，其中广州报告 2例，深圳
报告 2例，佛山报告 1例，东莞报告
1例。

6月 18日 0-24时，广东省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8例。其中广州
报告 1例，来自利比亚；深圳报告 1
例，来自南非；珠海报告6例，均来自
孟加拉国。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 18例，广州报告 3例，分别来自
法国、柬埔寨和布隆迪；深圳报告 1
例，来自南苏丹；珠海报告1例，来自
贝宁；佛山报告1例，来自孟加拉国；
中山报告 11例，6例来自加蓬，其余
5例来自贝宁；肇庆报告1例，来自马
尔代夫。

古特雷斯
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大会 18日
正式任命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为下
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
2022年 1月 1日开始其第二个 5年
任期。

第75届联大主席博兹克尔当天
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任
命。古特雷斯在获得正式任命后向
媒体发表讲话说，目前以及他的第二
个任期期间有十大“相互关联的”行
动需要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对新冠
疫情及其后果采取大规模和持久的
应对措施”，为此，必须全力以赴以
确保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能得到新
冠疫苗。

其他重点行动包括“不遗余力
地”追求和平与安全，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加强气候行动，加速推进可持
续发展目标“十年行动”计划、建设
更加公平的世界，捍卫人权与性别
平等，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
推进多边主义和人类共同议程，以
及启动“联合国 2.0”，即努力使联合
国“更加一体化、更具凝聚力，并积
极纳入各种外部因素”。

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古特
雷表示，目前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全
球疫苗接种计划”，为此他建议在二
十国集团层面上建立一个由所有生
产疫苗或能够生产疫苗国家的政府
组成的紧急工作组。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8日以鼓掌
方式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向联合国
大会推荐古特雷斯连任联合国秘书
长，任期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12月31日。

不到半年跌近六成
透视国家发改委预警生猪价格的背后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2021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

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生猪本期价格15.8元/公斤，相较于1月上

旬的每公斤36.8元，不到半年已经跌了近六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16日对外发布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三级预警，

提示养殖场（户）科学安排生产经营决策，将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

水平。

“在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的情况
下，本轮猪周期的下跌阶段已经来
临，日后虽然会有短暂的反弹行情
出现，但整体弱势的格局难以改
变。”光大期货生猪研究员吕品说。

猪肉价格下跌令普通消费者
暂时获得实惠，但国家发展改革委
对生产端发出的预警引发高度关
注。现在，市场开始担心养殖企业
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这会影响更长
一段时期的猪肉供给和肉价稳定。

生猪养殖企业已经站在了盈
亏平衡临界点。

湖南省湘潭市科星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炼秋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每头能繁母猪分摊的综
合成本已经高达 2万元，而一头肥
猪平均每产出 1斤肉需要分摊的
各种成本，也上涨到8.5元。

生猪养殖业内最大的上市公
司牧原股份近日表示，其需要完善
人才管理和资金储备，做好行业冬
天来临的准备。

6月 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完善政
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旨在加强

政府猪肉储备调节工作。随后，国
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将会同相关部
门密切关注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
走势，认真做好预案组织落实工
作，及时开展储备调节，促进生猪
市场平稳运行。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生产和市场监
测，及时发布信息，引导养猪场户
合理安排生产节奏；做好非洲猪瘟
常态化防控，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
果；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
调控指标，推动建立稳定生猪产能
的调控机制，防范再次出现大波
动；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场各方也在积极采取行
动。今年以来，多家期货公司结合
生猪期货主动为养殖企业量身定
制风险管理方案。比如，广发期货
与大地保险以“保险+期货”的形
式，共同为重庆市云阳县的生猪养
殖户超过 6100头生猪提供期货价
格保险。项目保费 30%由云阳县
政府财政补贴，50%由期货公司垫
付，养殖户缴纳保费比例仅为
20%。 据新华社

各方积极应对保持市场平稳运行

新华社发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前两年，
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国内生
猪出栏量和存栏量明显减少，助推
国内猪肉价格走高，给养殖业带来
了高利润。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
了保证猪肉供应稳定价格，也采取
了相应措施支持现代化养殖场建
设。在此背景下，大型规模企业产
能迅速扩张，新扩建了养殖场。

武深树介绍，仅湖南，2019年
9月以来新扩建926个万头以上规
模的养殖场，目前已有 482个投产
运行。

“现在生猪现货价格已经接近
龙头企业自繁自养养殖成本线。”
新湖期货副总经理李强认为，前期

大型养殖企业扩张，导致生猪产能
不断释放。

此外，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的一
组数据也能印证生猪产能快速恢
复。今年 1月至 4月，全国饲料总
产量 8846万吨，同比增长 20.1%。
其中，猪饲料产量 4117万吨，同比
增长 74.2%；蛋禽、肉禽、水产饲料
产量则同比下降。

农业农村部南京设计院中南
分院院长刘平云介绍，现在都是科
技化养猪，各种投入成本高。现在
一个正常规模（5000头母猪）的养
猪场建造起步价是6000万元。

“就是看准了养殖业的高利润，
资本才会入场。”一位受访专家说。

养殖投入增加，产能迅速扩张

出栏量大幅攀升，供大于求拉低猪肉价格

18日，象群在峨山县大龙潭乡迭所村活动。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俄官方确认轻型飞机
硬着陆事故致4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西伯利亚
联邦区克麦罗沃州州政府网站 19
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架轻型飞机
在该州发生硬着陆，事故造成 4人
死亡。

声明说，当地时间 19日 14时 25
分许，一架载有 19人的 L-410型飞
机在克麦罗沃州发生硬着陆。事故
造成 4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 4人
重伤。

此前有报道说，此次硬着陆事
故造成9人死亡。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州政府
的声明说，飞机在事故发生时正在
当地一机场附近进行飞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