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EKLY 姻2021 年 7月 27 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朱 燕观察05

周 刊 第 26期 渊总第 121 期冤

3
大暑近袁农事忙遥 目前各地

正紧张有序开展野三夏冶生产遥曾
衍德介绍袁今年夏粮面积尧单产尧
总产实现 野三增冶袁 面积增加
398.2 万亩尧 扭转了连续 5 年下
滑势头袁亩产 367.7 公斤尧连续 3
年提高袁产量 2916 亿斤尧比上年
增加 59.3 亿斤袁均创历史新高遥
今年夏粮品质持续调优袁优质专
用小麦面积占 37.3豫袁比上年提
高 1.5 个百分点遥 收获损耗降
低袁小麦机收率超过 98豫袁主产
区机收损耗率下降 1 个百分点

以上遥 此外袁早稻收获近七成袁也
呈增产趋势遥

小麦夏收基本结束袁目前正
处于购销的高峰期袁农民最关心
夏粮能否卖得出尧能否卖个好价
钱遥 宋丹阳介绍袁今年小麦购销
市场呈现产量高尧粮源足袁质量
高尧价格好袁购销旺尧进度总体正
常等特点遥 小麦品质提升袁特别
是北方小麦质量普遍较好袁多元
主体采购积极性高袁价格高开后
稳中有升袁收购进度与去年同期
相比基本正常遥 从后期走势看袁

预计小麦价格将保持基本稳定袁
大涨大跌的可能性都不大遥考虑
到今年夏季雨水偏多袁粮食保存
难度较大袁他建议农民朋友适时
售粮尧早日变现遥

夏粮丰收到手袁 首战告捷袁
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袁抓
紧抓实秋粮生产非常关键遥刘莉
华介绍袁目前袁除南方双季晚稻
外袁 秋粮面积都已基本落地袁预
计超过 12.9 亿亩袁 总体稳中有
增袁 在田作物目前长势总体正
常袁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较好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袁截至 6
月末袁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4564
万头尧 相当于 2017 年年末的
102豫袁生猪存栏 4.39 亿头尧恢复
到 2017 年年末的 99.4豫袁 上半
年猪肉产量 2715 万吨尧 同比增
加 35.9豫袁 生猪生产全面恢复袁
供求形势持续改善遥

随着产能恢复尧供应增加袁
从今年 2 月份开始袁生猪价格
连续 5 个月下降袁一些养猪场
户陷入亏损遥 生猪价格走势成
为发布会上备受关注的 热点
问题遥

辛国昌在回答本报记者提
问时介绍袁针对这种局面袁农业
农村部已连续发布预警信息袁提
醒养猪场户避免投机性压栏和
恐慌性出栏袁 加快淘汰低产母
猪袁并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了猪粮比价过度下跌的一级预

警袁 分两批收储猪肉 3.3 万吨遥
近期袁猪价下跌趋势得到遏制袁7
月份以来袁猪价基本稳定在成本
线附近袁活猪价格每公斤 16 元遥

辛国昌分析袁未来一段时期
猪肉市场供需总体平衡袁随着消
费趋旺袁可能能够回到正常的利
润水平遥 他提醒广大养猪场户袁
养猪高利润阶段已经结束袁要多
关注农业农村部门的官方预警
信息袁加快淘汰低产母猪袁不要
盲目压栏袁不能以投机心态安排
生产袁要做好长期的节本增效工
作遥

为抑制和缓解野猪周期冶袁避
免猪贵伤民尧猪贱伤农袁辛国昌
介绍袁农业农村部将做好三方面
工作院一是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
果袁防止一些地方在政策上野翻
烧饼冶袁 营造有利于生猪生产稳
定发展的良好环境遥 同时袁抓好

非洲猪瘟的常态化防控袁加强技
术指导服务袁推广饲料精准配方
和配制工艺袁帮助养猪场户在低
谷期节本增效袁渡过难关遥 二是
加快建立稳定生猪产能的调控
机制遥 进一步加强生产与市场的
监测预警袁 加强信息发布服务袁
使养殖场户能够及时准确掌握
市场信息袁理性调整养殖规模遥
特别是推动以能繁母猪存栏变
化率为核心的调控指标袁 建立
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触发机
制遥 三是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
发展遥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 叶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曳要求袁加快建设现代
生猪养殖体系袁 实施生猪遗传
改良计划袁 继续推进标准化规
模养殖袁 支持龙头企业帮带中
小养殖户改变传统养殖方式尧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遥

今年以来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全力抓
好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同时袁把促进农民稳定
增收摆在重要位置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
收入稳定增长遥 曾衍德介绍袁上半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248 元袁 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14.1豫袁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
速 3.4 个百分点遥 农村外出务工总量和收入
水平实现双增长袁 外出劳动力总量达到 1.8
亿人尧 同比增长 2.7豫袁 月均收入达到 4290
元尧同比增长 17.6豫遥 同时袁脱贫地区特色产
业稳步发展袁 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形势较
好袁推动脱贫人口外出务工 3060 多万人袁脱
贫人口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
平遥

有记者提出袁今年农资价格上涨推高农
业生产成本袁 农民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压力遥
对此袁曾衍德回应袁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力度
做好四方面工作稳定农民增收的好形势遥

一是稳定提升经营性收入遥 除了落实好
稻谷尧小麦最低收购价袁玉米尧大豆生产者补
贴等政策外袁还要注重节本增效袁引导农民
应用节水节药等技术袁发展以农机作业为主
的专业化尧社会化服务袁为小农户提供代耕
代种尧病虫统防统治尧肥料统配统施等服务袁
降低生产成本遥 还要提质增效袁推进品种培
优尧品质提升尧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袁增加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袁让优质农产品卖得出
也卖得上好价钱遥

二是努力增加务工收入遥 促进外出务工
增收袁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农民工技能培
训袁提高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水平遥 促进就
地就近就业增收袁推动农民在县域内就近就
地就业袁如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尧农村电商从
业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袁返乡留乡自
主创业等遥

三是拓展转移性收入遥 今年中央财政拿
出 200 亿元补贴实际种粮农民袁要尽快落实袁及时足额
发放到农民手中遥 还要扩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袁 扩大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
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试点覆盖范围袁 同时继续加大对脱
贫地区和脱贫户的扶持力度袁 保障农民转移性收入稳
步提升遥

四是释放改革红利遥 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袁
产权制度改革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袁盘活农村
闲置资产资源袁推动资源变资产尧资金变股金尧农民变
股东袁在更广领域尧更深程度释放改革红利袁赋予农民
更多财产权利遥

阴杨迪

7 月 20 日袁农业
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袁介
绍上半年农业农村
经济运行情况遥 农业
农村部总农艺师尧发
展规划司司长曾衍
德袁市场与信息化司
副司长宋丹阳袁种植
业管理司副司长刘
莉华袁畜牧兽医局二
级巡视员辛国昌介
绍有关情况并答记
者问遥 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副主任刘均勇
主持发布会遥

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
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 生猪生产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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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粮丰收到手购销两旺 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常

猪价下跌趋势得到遏制 猪肉市场供需总体平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