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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济济导导报报

生猪出栏涨 肉价连番降
养猪企业瞄准整条肉类产业链

供应在增长，价格却在下降，根据商

棋的核算，目前每斤生猪的养殖成本大

约在11 . 5元，而目前市场价格约为14 . 6元。

一个可以预见的担忧便是，随着肉

价进一步下降，养殖户可能会因利润减

少而大幅减少存栏，而下一轮肉价上涨

的“猪周期”也就指日可待了。

实际上，上述担忧已经反映在了证

券市场上：9月以来，猪产业指数已跌去

23 . 08%；从成分股的60日涨跌幅来看，唐

人神下跌36 . 11%、新五丰下跌32 . 96%、益

生股份下跌31 . 56%、金新农下跌31 . 21%。

同期大北农、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温氏

股份等股价跌幅均超20%。

不过据陶郅勇观察，今年以来商河及

周边县市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万头大场”，

“这种规模的养猪场，建设成本都在上千

万元，背后往往有上市企业的身影。”

在他看来，资本市场对于生猪养殖

业来说并非不稳定因素，“很多上市企

业都有自己的产业链条：上游可能是饲

料加工厂、育种场；下游则是肉联厂和

经销商。生猪养殖只是这条链条的一个

环节，而这个环节最重要的不是盈利而

是稳定可控，所以即便养猪利润再薄，

养殖场也必须向下游稳定供货。”

据马文亮介绍，今年商棋已经与温

氏集团深入合作，双方已经签订了养殖

合同，“就是温氏给我供仔猪、供饲

料、提供防疫等服务，我就根据合同要

求来饲养；出栏时按约定方式计算基准

价格，他们来收购育成猪。”

因为有合同“托底”，猪肉市场价格再

低也不愁销路，所以他才放心扩大产能。

“农历新年前后，我场新猪舍还将集中

出栏一批生猪。”马文亮表示商棋也将在相

关节点加大供应量，“元旦、春节期间，济南

市场猪肉供应应该很充足，

价格也不会太贵。”

“本月底，我们场新建猪舍的首

批千头生猪就将出栏了！”19日，济

南商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商

棋”)总经理马文亮对经济导报记者

表示。

今年6月，马文亮开始大兴土木

扩充产能；2个月之后，2间设计总存

栏量2000头的全新猪舍拔地而起。而

现在，商棋总存栏量已超万头，年产

能更是达到2万头以上。

存栏增加的不仅是生猪。济南安

池畜牧业有限公司(下称“安池”)总

经理陶郅勇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目前

他们公司也在兴建新场房，“全部采

用高标准智能化猪舍，设计存栏5000

头。”安池是商河主要的仔猪繁育基

地之一。

商河这两家养猪场并非孤例，根

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今年10

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已达3950万

头，比去年同期增长32%；生猪存栏

3 . 87亿头，同比增长27%。

种猪和生猪存栏俱增，价格自然

下降，根据山东省价格监测中心最新

发布的数据，4种鲜猪肉(精瘦肉、五

花肉、去骨后腿肉和肋排)的集市综

合平均价格，已经连降10周，累计降

幅接近15%。

此外，农业农村部还认为，随着

冬季特别是元旦春节消费旺季的到

来，猪肉消费将持续增长，同时存栏

的增加将会带动猪肉供应明显走强，

所以虽然元旦春节期间消费增加可能

会带动猪肉价格出现一波上涨，但涨

幅也将低于上年同期。

◆导报记者 杜杨

通 讯 员 许国显 济南报道

1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称，

上周全国集贸市场猪肉价格回落至每

公斤46 . 47元，连续下降也有两个多

月了；山东的情况大体如是。究其原

因，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50万头，连

续13个月增长；生猪存栏3 . 87亿头，

连续9个月增长，故而市场供应稳中

有增。

具体到济南，目前商河及周边县

市均有大型规模养猪场在建，且现有

养猪场也在扩充产能，而且据透露，

这些规模养猪场投资不菲，背后应有

大型企业支持，目标更瞄准整条肉类

产业链，而非单纯养猪挣钱。受访人

士据此判断，肉价回落，未来还会持

续一段时间。

“猪周期”或将平抑

种猪和生猪存栏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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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恢复

大约是在2019年年初，陶郅勇注意

到公司的订单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

外地客商，大量求购种猪。”

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的2月正是

个重要节点：此前，国内非洲猪瘟疫情

每月甚至每天都报告多起，但此后近4

个月0发现，再往后也仅有零星报告。

作为养猪专家，马文亮直言，非洲

猪瘟对于养殖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因为疫点的生猪必须全部扑杀，而这

些生猪很有可能是在繁母猪，扑杀后1

年内产能都不会恢复。”

“毁灭”存栏量，疫情还会“毁灭”行

业信心。马文亮介绍称，非洲猪瘟病毒传

播性非常强，甚至熟肉外包装都可能沾

染病毒，故在一个疫点扑杀全部生猪后，

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复养，否则疫情可能

反复爆发，这让养殖户无所适从。

好在山东疫情防控做得不错，商河

更是“0疫情”。根据商河县畜牧兽医

事业发展中心提供给经济导报的资料，

该县组织了125名村级防监员，采取网

格化管理，实现了对1500余家生猪养殖

场(户)的检查全覆盖，2020年已排查养

殖场(户)10686场次、生猪123331头次，

未发现疫情。

而据马文亮介绍，当时商棋的消毒

措施非常严格：仔猪入场，外场来的运

输车都必须停靠在几百米开外，由场内

转运车转运仔猪，业务交接也安排在远

离养殖场的场地进行，工人进出养殖场

也要消毒，后来一些工人干脆全封闭在

厂区内生活了好久。

正因防疫措施到位，商河的养殖户

一直信心满满：安池的产能并未受到市

场以外因素的影响，对外供应种猪也一

直很稳定；而商棋更是接连扩充产能，

从千余头存栏的中等规模养殖场，发展

成商河数一数二的大场。

陶郅勇认为，外地客商来求购种

猪，意味着当地非洲猪瘟疫情已得到控

制，行业信心已经恢复，生猪存栏也将

很快增长。而农业农村部亦预测，明年

二季度，全国生猪存栏将基本恢复到正

常年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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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像医生、律师、教师等具备

的经验越丰富，就业岗位越好找，

这还需要社会和企业多一些宽容、

多提供一些机会。”易联信互联网

金融服务平台HR总监季珊珊接受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互

联网、新媒体等新型行业，一线从

业者年龄基本上都是“90后”，对

于“60后、70后”而言，就会出现

“天花板”现象，相对而言，这部

分群体更青睐选择操作简单、时间

松散的传统岗位。

季珊珊认为，在法律方面，中

国针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权利保障范

围并不明确，《宪法》及《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只在宏观层面规定了

国家保障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权益，

但尚未有细化和明确的保障条款，

导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老年人再

就业的渠道不够畅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

表示，目前，如果老年人口中一部

分成为有效劳动力，我国整体劳动

参与率会相应提高，将会从劳动力

数量、人力资本、储蓄率、资本回

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产

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像之前公安部取消70岁申请

驾驶证的上限，一些政策对于年龄

应该要放开，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同

时，也要建立一个对中老年人友好

的就业环境。”徐顺年认为，目前

中老年人退休再就业的情况不太普

遍，鼓励企业优化岗位结构也需要

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多管

齐下才能让大龄就业者“老有可

为”。

鼓励商业保障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此次中

央政策是‘渐进式’，渐进，就

是慢慢来。不是一下子提高到65

岁，而是每年延长退休年龄几个

月 ， 慢 慢 提 高 到 法 定 退 休 年

龄。”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中

心主任原新曾做过一个推算：如

果把女性的退休年龄每年延迟三

个月，男性的退休年龄每年延迟

两个月，这样大约用35年到40年

的时间，便可以把男女的退休年

龄都延迟到65岁，累计能够释放出

1 . 2亿至1 . 3亿的劳动力。

“实行自愿而非强制的延迟退

休政策。如同推行全面放开二胎政

策一样逐步放开，而不是简单化

一，笼统处理。一方面可以为政策

尝试留足实践空间，也为适时的调

整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防止

‘政策休克’，保持社会的稳定。

因此要加大政策的宣讲和解释，坚

持在实现养老金改革的同时，对个

体利益也要维护。”周煜认为，根

据各国的经验来看，延迟退休的影

响大体在于对于基本养老金和DB

模式(收益确定型模式)强制化年金

上，但是对于其他第二和第三支柱

养老金的影响一般是不大的。因

此，下一步商业养老金和具有养老

保障性质的个性化保险可能会迎来

发展机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秘书长房连泉认为，实行渐进

式的延迟退休，将对弥补社保基

金的收支缺口提供一个比较长的

过渡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

国人对于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渠道

的谋划，国内众多养老保险公司成

立，其与国家社保基金的联动，必

将成为今后金融投资市场重要的参

与者，延迟退休政策或多或少加快

了这个进程。”周煜表示，随着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智能

养老社区的发展也在提上日程，越

来越多的人已经由养老的基本保

障，变成了快乐的工作和快乐的养

老，并最终延迟退休由政策变成可

以个性化决定的选择。

渐进式延迟退休会咋“落地”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现

在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要

改变，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有人说养种

猪就是做猪的芯片，而现在“猪芯片”必

须要冲上去，要解决种猪国产化问题。

刘永好提到，生产出老百姓认同

的、价格适当消费得起的猪肉是养猪领

域企业责任的最重要环节，这就要多养

猪、养好猪。而其中也有一些难点。

一是要大资本、高科技投入，必须

站在一个新的技术格局下养猪。比如，

将数字科技、物联网技术、5G技术

等，用于空气过滤、恒温控制和各种各

样的自动化喂食、喂料、检测、防御、

清洗、消毒、环境保护等。

“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养猪研究

院，专门进行数字化养猪，用数以万台

的高清晰摄像头、传感器和物联网体

系，在云上进行管控。”刘永好说，通

过这种布局，养猪所需人力、用地、用

水以及污染程度和病死率或都将比传统

养猪减少90%。

二是要推动种猪国产化。刘永好提

到，新希望有生物工程研究院，近期还

成立了专门的公司进行育种。“现在原

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要改

变，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他说。

刘永好：养猪就像做芯片

规模养猪场投

资不菲，背后应有

大型企业支持，目

标更瞄准整条肉类

产业链，而非单纯

养猪挣钱

今年以来，商河兴建扩建了多处生猪养殖场，保证了猪肉供应 杜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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