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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端来说袁当前菜篮子产品产量总体是有保
障的遥总体供给有保障袁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遥地
头产得出尧量也足袁关键还要以较低的成本尧较快的速
度送到消费者手中遥 因此袁眼下农产品保供稳价的重
点应该放到流通端袁做到道路要通袁菜场要保袁设施要
好遥

近期袁一些地方菜价涨了不少袁一些品种比往年
贵不少遥据农业农村部监测袁1 月 29 日袁全国菜篮子产
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45.49袁 高于 1 月 1 日的
134.76遥稳住菜篮子除了要守好菜园子袁还要看好菜摊
子遥 也就是说袁蔬菜产出后袁还得运得到袁才能供得上遥
眼下保供稳价的一个重点在流通端遥

逢年过节菜价上涨是常事袁一般规律是节前波动
上涨尧节后价格回落遥 一方面袁冬季蔬菜供应成本高袁
特别是北方袁冬储大白菜的习惯已经不再袁主要靠设
施蔬菜和南菜北运袁相对于夏秋季节袁增加了生产和
运输成本遥 另一方面袁恰逢农产品消费旺季袁一些菜摊
会在春节那几天打烊袁 不少人都有节前备货的习惯袁
带动了价格阶段性上涨袁这是野节日效应冶遥

菜价低了很可能是供过于求袁菜价高了却不一定
是供不应求遥 今年还有一些不同以往的因素袁主要有
强寒潮天气和疫情局部反弹两方面遥 受其影响袁公路
运输受阻袁导致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遥 以北京新发地
市场为例袁来自河北石家庄尧邢台方向的长途车辆在
国内蔬菜运输中占比超过 40豫袁 因零星疫情影响袁大
量车辆一度暂停运输业务袁 运力不足导致运费猛涨遥
这对北京尧河北等地菜价有较大影响遥

其实袁从生产端来说袁当前菜篮子产品产量总体
是有保障的遥 数据显示袁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8500
多万亩袁同比增加 100 多万亩遥 近期全国平均每周蔬
菜收获量稳定在 1400 万吨左右袁同比持平略增曰预计
今年 1 月份至 2 月份生猪出栏同比增加 25豫曰水果总
体丰产袁牛奶产量明显增长袁牛羊肉生产稳中有增袁蛋
鸡和肉鸡存栏处于同期较高水平遥 可以说袁这是稳产
保供的底气袁也是菜价不可能一直高企的根本原因遥

总体供给有保障袁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遥 地
头产得出尧量也足袁关键还要以较低的成本尧较快的速
度送到消费者手中遥 因此袁眼下农产品保供稳价的重
点应该放到流通端袁做到道路要通袁菜场要保袁设施要
好遥

道路要通遥 保障农产品出村进城尧农资下乡进村袁
这不仅关乎城市民生袁也关系农民收入遥 前期因疫情
导致短期价格波动较大的一些地方袁随着各项保畅通
措施落实到位袁近日市场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遥 这启示
我们袁在疫情防控中不能搞野一刀切冶袁要保障物流畅
通袁不得随意以防疫为借口拦截阻断农产品运输遥 要
落实鲜活农产品野绿色通道冶政策袁推动大城市在周边
设置直通车尧运输接驳区等遥

菜场要保遥 从产地到销地批发市场到菜市场到餐
桌袁对价格影响幅度最大的环节是菜市场遥 菜市场是
生活气息最浓郁的所在袁也是获取平价农产品的最大
来源遥 不过袁有些城市的菜市场在变少袁摊位费在上
升遥 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袁仍然存在传统形态的菜市
场遥 不管城市如何升级袁管理部门要允许各类菜市场
尤其是便民菜市场尧低摊位费菜市场的存在遥

设施要好遥 发达国家蔬菜的物流损耗率仅为 5%袁
我国则高达 20%至 25%遥 蔬菜本身容易腐烂袁加上集
中上市尧流通低效袁会加剧损耗遥 症结就在于缺乏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袁地头冷库和专业物流中心
数量不够遥 一方面袁强化产地田头冷库建设袁从而延长
上市期袁实现错峰上市曰另一方面袁做好销地市场冷链
物流建设袁发挥好野蓄水池冶作用遥 这样袁才能做到上市
均衡不断档遥

眼下各地倡导就地过年袁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影响
有限袁但会带来区域结构变化袁预计大中城市农产品
消费量较往年明显增长遥 考虑到气温较往年偏低以及
局部疫情可能出现袁菜篮子产品出村进城阶段性受阻
的风险仍然存在遥 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袁要始终绷紧
农产品稳产保供这根弦袁守好菜园子袁看好菜摊子遥

乔金亮

去年全国文化企业收入近 10万亿
1 月 31 日袁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20 年全国文化企业收入年报遥 根

据对全国 6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袁2020 年袁上述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98514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2.2%袁增速由前三季度的下降
0.6%转为正增长遥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辛佳分析袁2020 年袁随着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袁我国文化产业逐季稳步恢复袁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由负转正袁 企业生产经营
明显改善曰野互联网+文化冶保持快速增长袁文化新业态发展态势向好遥

这其中袁野互联网+文化冶新业态逆势增长袁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尧其
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尧互联网广告服务尧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尧
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 5 个行业小类的营业收入增速均超过
20%遥 赵语涵

一起消费者使用野爆款冶美白
霜险毁容引发的投诉袁 牵出了波
诡云谲的伪劣化妆品故事遥 据澎
湃新闻报道袁近日袁浙江临海市警
方会同市场监管部门辗转浙江尧
重庆尧广州尧黑龙江等地袁行程十
多万公里袁 打掉了一个以伍家两
姐妹为首的重大生产尧 销售伪劣
化妆品团伙袁斩断了一条集生产尧
包装尧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袁涉
案金额 3000 多万元遥

在查扣物品时民警发现袁这
些美白美容霜的生产地竟然在一
处废弃的公厕袁 现场杂乱地堆放
着化妆品原料尧 锈迹斑斑的灌装
工具等袁还散发着阵阵恶臭遥 谁能
想袁就是这样不堪的生产场景袁却
隐藏着一个暴利的非法产业浴

原本经营正规化妆品网店却
生意惨淡的包某琼袁 通过夸大美
容霜功效袁 发送虚假广告等方式
售卖汞含量超标 7000 多倍的野琼
曼冶野豪曼冶美白霜袁实现了生意火
爆曰伍某洁夫妇通过生产尧销售伪
劣美白霜袁仅两年就收入上千万遥
低成本尧高收入袁伪劣化妆品俨然

成为不良奸商的野摇钱树冶袁而在
这背后袁 却是一个个消费者在花
着高价钱透支着宝贵的健康遥

伪劣化妆品兴风作浪袁 是可
忍孰不可忍遥 那么袁这些伪劣化妆
品又何以能有市场钥 不可否认袁部
分美容院和网店是销售伪劣化妆
品的野神秘王国冶遥 在这些触碰经
营底线的美容院里袁 他们可以宣
称这些化妆品有神奇疗效袁 说得
天上少有袁地下难寻袁将其装在私
家容器里销售曰在网上袁他们可以
销售到全国各地袁 让这些摆不上
台面的三无产品成为速效而昂贵
的野尖货冶遥 可以见得袁这些美容院
和网店是伪劣化妆品的 野重灾
区冶袁也应是相关部门强化常态监
管尧加强重点监视的关键区域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祛斑霜尧美白
霜等效果立竿见影的护肤品袁往
往汞含量极高袁 不可能通过合法
途径销售遥 这些伪劣产品能在美
容院和网上找到野温席冶袁这和冒
险求美的消费者不无关系遥 一款
汞含量超标 7000 多倍的美容霜
背后袁 违法者的道德良心理当谴

责袁 但消费者也应自省袁 对所谓
野立竿见影冶的护肤品还应少一些
迷信袁多一些谨慎遥

当然袁 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反
思监管的缺位与失责遥 野琼曼冶野豪
曼冶 品牌美容霜没有特殊化妆品
批准文号袁包某焕却从 2014 年开
始销售袁 到 2020 年 9 月才被抓
获曰伍某洁夫妇早在 2010 年就注
册全昱洁系列化妆品许可证袁却
一直野挂羊头卖狗肉冶销售着野琼
曼冶野豪曼冶美容霜遥 伪劣化妆品能
一而再尧再而三逍遥法外袁黑色产
业链的形成袁火爆生意的背后袁暴
露出监管环节的缺失遥

目前袁 办案民警仍在积极对
接广州尧哈尔滨警方袁以更大范围
肃清生产销售伪劣化妆品的源
头遥 只是袁伪劣化妆品之乱袁何止
于野琼曼冶野豪曼冶美白霜钥 于监管
部门来说袁还应以此为鉴袁加强对
美容产品的抽查力度和网络监
管袁多一些这样顺藤摸瓜袁多一些
这样的野一锅端冶袁或才能铲除伪
劣化妆品滋生的土壤袁 维护好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遥 胡辉

银2 月 2 日袁河北省
白沟新城国际商贸城袁爱
雪玩具店开展网上年货
节活动袁员工正在直播售
货遥 白沟新城从 1 月 20
日开始组织各商家开展
网上年货节活动遥 目前袁
已有 1 万多家商户参与
此次活动袁 销售额 4020
万元遥 近年来袁白沟新城
依托箱包产业优势袁整合
箱包尧 服装尧 小商品尧鞋
帽尧汽车配件尧毛绒玩具
等资源袁扶持引导企业发
展直播经济遥 冯 云摄

稳住菜篮子还要看好菜摊子

对伪劣化妆品就得“一锅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