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滦州院壮大萝卜富民产业
10 月 28 日袁滦州市小马庄镇大马庄村的农民在田间收获紫心萝卜遥
近期袁河北省滦州市小马庄镇的一万余亩萝卜陆续成熟袁进入收获期遥 近

年来袁滦州市小马庄镇积极推进水果萝卜和紫心萝卜的标准化生产尧销售渠
道整合尧品牌提升保护等袁壮大当地萝卜产业袁带动农民增收遥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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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民以食为天冶袁 猪肉尧蔬
菜尧水果尧鸡蛋等农副产品的价
格一直是民众关心的话题遥 国
庆假期前多部门纷纷采取有力
举措保障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供
应袁 近期这些农副产品价格涨
了袁还是跌了钥后期价格走势会
咋样钥

猪肉要要要价格高位趋稳袁9
月袁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尧财
政部等多次开展中央储备冻猪
肉投放工作袁9 月 19 日以来累
计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 30000
吨遥 现在猪肉价格咋样钥

日前袁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
菜市场发现袁 近期猪肉价格集
中在 25 元-30 元一斤遥

野现在里脊肉是 29 元一
斤袁 最近五天都处于小幅上涨
中遥冶北京一家菜市场的卖肉商
家告诉记者遥

在河南袁 家住驻马店的郑
华表示袁黄金周期间袁猪肉价格
曾小幅回落袁野每斤差不多减少
了 1 元遥 冶

据商务部监测袁野十一冶黄

金周袁猪肉批发价格 37.26 元/
公斤袁 比节前一周上涨 1.6%袁
猪肉价格保持总体平稳遥

继前一段时间野涨涨涨冶之
后袁黄金周期间袁多个地区猪肉
价格出现下降遥

湖南省猪肉价格与节前基
本持平袁 鲜猪肉零售价为每公
斤 43.83 元 袁 较 节 前 下 降
0.43%遥在四川袁节日期间袁成都
猪肉 52.4 元一公斤袁较节前下
跌 0.56%遥

野随着政府出台一系列恢
复生产尧保障供应尧稳定肉价的
措施袁 养殖场对后期肉价继续
上涨的预期已经收窄袁 猪价已
经出现松动遥冶北京新发地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
表示遥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
信息系统显示袁8 月下旬开始袁
猪肉价格环比上涨幅度持续缩
小遥 9 月 20 日要9 月 26 日袁猪
肉 平 均 批 发 价 格 为 每 公 斤
36.44 元袁环比仅微涨 0.3%遥 近
三周猪肉平均批发价格波动区

间在 1 元以内遥
后期猪肉价格会反弹吗钥

野有屠宰厂此前酝酿许久的在
中秋节尧 国庆节前拉高肉价的
时机已经过去袁 虽然后期还会
伺机而动袁 但高价格已对消费
产生了抑制作用遥 冶刘通表示袁
后期继续拉高肉价的几率已经
不大遥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
长杨振海认为袁 从当前生产恢
复省份增多尧 仔猪料产量和种
猪销量回升等迹象判断袁 养猪
场户补栏增养信心开始恢复遥

野随着非洲猪瘟疫情进入
相对平稳期袁 各项政策落地生
效袁 预计生产积极性将进一步
提升袁 今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将
探底趋稳袁 猪肉市场供应有望
逐步稳定和恢复遥 冶 杨振海指
出遥

此前袁商务部表示袁下一步
将继续加强市场监测袁 密切关
注肉类市场供求变化袁 会同相
关部门适时储备投放袁 保障肉
类市场供应遥

云南宾川院

提质增效做强葡萄产业
野我家种植 13 亩葡萄袁 近 5 年来每年收入都超

过 20 万元遥 冶宾川县金牛镇罗官村委会菜甸村村民
杨林勇说袁 菜甸村是全县葡萄单幅连棚降密提质促
早熟技术的发源地袁 全村 53 户 227 人种植红提尧阳
光玫瑰等优质葡萄 700 亩袁 去年户均收入 24.53 万
元袁目前户均拥有 1.5 辆轿车或面包车袁家家盖起了
新楼房遥

宾川县位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区袁夏无酷暑袁冬无
严寒袁光照充沛袁土壤肥沃袁被誉为野天然温室冶袁具有
种植葡萄的自然气候优势和传统技术遥 近年来袁该县
积极调整区域优化布局袁3 年间共鼓励农户从不适宜
区域尧不适宜地块野退出冶2 万亩葡萄种植袁同时袁调整
熟期结构优化品种遥 一方面以野宾川红提葡萄冶为主
导品种袁所占比例达 90%遥 野宾川红提葡萄冶不仅成功
注册为野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冶袁而且宾川红提葡
萄比全国主产区提前 40 天左右成熟上市袁填补了国
内外红提葡萄 5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的市场空白曰另
一方面大力发展耐贮运尧口感好尧品质优良的葡萄新
品种袁积极培育火焰无核尧克瑞森尧阳光玫瑰等优质
早熟品种遥 宾川县还积极引进试验示范种植加工型
葡萄品种袁加大力度推广错季栽培技术袁既为推动葡
萄酒等加工业发展做好技术储备袁 又使葡萄产品更
好地与市场对接取得最佳效益遥

野科技创新促进葡萄提质增效冶是宾川县葡萄产
业健康发展的又一成功之道遥 全县总结尧推广葡萄单
幅连棚降密提质促早熟技术袁 具有早熟填补市场空
白尧标准化生产尧减轻病虫害尧节水节肥等优势遥 同
时袁大力推广光尧色尧性野三诱冶杀虫技术袁推广秸秆腐
熟还田尧 绿肥种植和增施有机肥等改良耕地土壤质
量技术遥 全县按照野基础设施配套尧先进技术集成尧示
范效应显著冶的要求袁打造了一批高标准尧高规格的
集品种展示尧科研示范尧参观考察尧科普培训尧观光采
摘等功能为一体的葡萄科技示范园袁 带动葡萄产业
提质增效遥 宾川县生产的葡萄具有穗形好尧果粒大而
均匀尧颜色鲜艳尧果粉厚尧糖度高尧肉质细嫩甜脆尧香
甜可口等优点袁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青睐遥

目前袁宾川县种植葡萄总面积 16.46 万亩尧挂果
16.02 万亩袁成为全国县级最大的优质早熟鲜食葡萄
生产基地遥 2018 年袁全县葡萄总产量 42.07 万吨尧产
值 31.64 亿元尧平均亩产值 1.97 万元袁葡萄已经成长
为宾川野种植规模最大袁利益联结最紧袁农民增收最
快冶的支柱产业遥 刘珂

海南院

农垦拉长热带水果产业链
野今年光卖菠萝蜜就赚了几万元袁 日子好过多

了遥冶海南农垦南金农场公司职工宋世伍高兴地说遥
近年来袁 南金农场公司发挥党建作用袁 调整产业结
构袁带动职工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袁大力发展菠萝蜜尧
蜜柚尧沃柑种植袁让四季果味飘香脱贫路袁为职工带
来野甜蜜冶生活遥

据统计袁 目前南金农场公司已种植菠萝蜜 6300
多亩袁年产量可达约 960 万斤袁共有 211 个岗位尧187
名承包人参与其中遥 同时袁该公司还种植了蜜柚 2300
亩尧莲雾 630 亩尧火龙果 170 亩尧红心芭乐 270 亩噎噎
热带水果种植规模效益已初步显现袁 并带动地方和
农场百余户贫困户脱贫遥

在特色种植产业野初尝甜头冶的背后袁南金农场
公司还有更深层次的谋划要要要探索热带水果深加工
产业袁为特色种植产业发展添野蜜冶意遥

野日子越来越好了袁大家有目共睹遥 冶在宋世伍看
来袁现在南金农场的村民们正一笔一画绘就野富美冶
生活图景遥 金敏

放心吃！
全国多地猪肉价稳了窑动 态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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