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9/17
星期四
本版责编/贺梦娇

日前，笔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
8月份全国生猪生产继续较快恢复，
能繁母猪基础产能进一步巩固，猪
肉市场供应正在逐步改善。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非洲猪瘟的稳定防控增强了养殖信
心，越来越多的养猪场（户）从当初
的恐慌、观望开始复养、增养。随着

上市肥猪量的持续增加，四季度供
需关系将进一步缓和，猪肉价格水
平不会高于上年同期。

生猪基础产能进一步巩固，非
洲猪瘟稳定防控增强养殖信心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
生猪存栏环比增长4.7％，连续7个

月增长，同比增长31.3％。8月份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3.5％，连续
11个月增长，同比增长37.0％。

“非洲猪瘟的稳定防控增强了
养殖信心。”该负责人表示。通过两
年多来的非洲猪瘟防控实践，广大
养猪场（户）生物安全意识空前提
高，也逐步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
效的防控经验，生猪养殖信心不断
增强，越来越多的养猪场（户）从当
初的恐慌、观望开始复养、增养。

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规模猪场
全覆盖监测，8月份有2030个新建
规模猪场投产，今年初以来新建规
模猪场投产累计已达11123个，去
年空栏的规模猪场也有11844个复
养。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猪
场数量由年初的16.1万家增加到
17.1万家，8月份新生仔猪2600万
头，环比增长6.7％，比今年1月份
的最低点增长59.5％。由于补栏需
求旺盛，虽然新生仔猪持续增加，供
应仍然紧俏，价格明显上涨。9月第

1周（8月31日-9月6日）全国集贸
市场仔猪价格为每公斤109.07元，
比今年年初上涨44.4％。

猪肉市场供应逐步改善，预计
四季度价格将低于去年同期

据了解，3月份以来，生猪出栏
连续6个月环比增长，8月份生猪出
栏环比增长5.0％。今年1-7月猪
肉 进 口 255.5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38.6％，其中7月份猪肉进口43.2
万吨，同比增长120.2％。随着市场
供应的逐步改善，从8月份以来，猪
肉价格震荡趋稳，进入9月份后略
有下降。9月第2周（9月7日-9月
13日）全国集贸市场猪肉均价为每
公斤55.65元，环比下降0.6％。

该负责人表示：“综合考虑猪肉
生产和进口增加，以及疫情之后猪
肉消费需求释放、中秋国庆期间猪
肉消费季节性增长等因素，近期猪
肉总体仍然偏紧。随着上市肥猪量
的持续增加，四季度供需关系将进

一步缓和，预计猪肉平均价格将低
于去年同期水平。”

据专家模拟研判，今年9-12月
生猪出栏将逐月增加，累计出栏量
虽低于正常年份，但比上年同期增
长17.3％，供应形势好于2019年。

该负责人介绍，农业农村部将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
加强跟踪监测调度，持续关注三元
肥猪留种的影响。进一步压实生猪
稳产保供省负总责要求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压实地方责任。会同
有关部门落实好抵押贷款试点和环
境承诺制试点等政策措施，抓紧兑
现各类补贴、补助资金，通过龙头企
业带动、政策资金扶持、实用技术培
训等多种途径支持中小养殖场（户）
加快补栏增养，指导南方洪涝灾区
的生猪大县加快恢复生产。落实落
地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强化出栏
检疫、调运、屠宰监管、病死猪无害
化处理等措施，阻断疫情传播渠
道。 崔丽

八月份生猪生产继续恢复 养殖信心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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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乡村要发展，离不开年轻人。奔向小康的路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回

到家乡。松花江畔，长白山下，吉林省这些“还巢”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理念、新方法，

让这片黑土地迸发出无限热情与活力。 详见>>>>7版

［核心提示］

“十几年前仙女山闭塞偏远，
我在山上种地一年收入不过两三
千元。现在仙女山已经建成大景
区，我办起了小旅馆、脆桃园，还
开上了小车，真是今非昔比。”重
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村民曹世兰
感慨地说。

位于武陵山区的仙女山集天
坑地缝、草原森林等多种自然景
观于一体，生态宜人。经多年打
造，仙女山如今已成为世界自然
遗产、5A 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高峰时游客和避暑住户达
20多万人，拉动周边乡镇农业类
消费超过5亿元，带动1万余人就
业。

从穷乡僻壤到度假胜地，仙
女山成为重庆市武陵山区城镇群
生态脱贫的生动实践。在渝东
南，重庆市有 6 个区县地处武陵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重庆市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这里群峦
叠嶂、山高谷深，虽有好山好水，
但过去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困
住了当地群众的致富路。

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近
年来，重庆武陵山区城镇群学好

“两山论”、走实“两化路”，着力推
动发展观念转变、产业绿色转型、
生态财富转化，做大山地高效农
业、做强山地特色旅游，在提升绿
水青山颜值中做大金山银山价
值，加快奔小康。

长江南岸的石柱县，林木覆
盖率高达 71.3%。当地顺势而
为，重点发展中药材、中蜂养殖、
特色果蔬等生态产业。中益乡华
溪村村民谭登周因病致贫，村里
动员老谭加入了劳动强度不大的
养蜂业。他说：“有技术员指导，
还有保底收购，养蜂一年能增收
几千元。”同时，石柱县还倾力建
设“中华蜜蜂特色小镇”，延伸“甜
蜜”产业链条。

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泔
溪镇，漫山都是花椒树。72岁的
贫困户刘自荣在树丛中熟练地剪

枝，每天可以拿到80元工资。酉
阳县部分区域石漠化严重，1.1万
亩花椒树不但给泔溪镇的群山披
上了绿装，还成为当地村民增收
的重要来源。重庆和信农业公司
通过“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花
椒调味品、化妆品、牙膏等产业。
企业负责人曾朱周说：“通过土地
流转、务工等，青花椒基地每年能
为当地村民增收近500万元。”

黔江区的脆红李、秀山县的
金银花、酉阳县的油茶、石柱县的
莼菜……近年来渝东南一批特色
山地农业名片开始形成品牌效
应。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重庆武陵山区城镇群突
出“山地”“山货”特色，按照“小规
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的发
展路径，加快构建渝东南生态农
业走廊。

渝东南不但生态优美，而且
民族风情浓郁、地域文化厚重。
重庆武陵山区城镇群纷纷瞄准文
旅融合产业，念好“山字经”、打好
文化牌，将山地旅游作为拉动区
域经济的突破口。

乘坐180多米高的户外观光
电梯可直达峡谷，探秘喀斯特溶
洞、乘坐竹筏聆听苗族山歌、体验
险滩漂流、品尝旅游小镇的苗家
美味……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阿依河5A级景区，这里形成了
一条旅游全产业链，同时景区内
建有扶贫摊位 160 多个、扶贫商
铺120多间、旅游商品扶贫专柜5
个，带动周边11个乡镇农副产品
销售和农家乐发展。

重庆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武隆区天生三桥、酉阳县桃花
源、石柱县黄水镇等一批景区和
旅游小镇逐步“连珠成线”，随着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今年上
半年重庆市武陵山区的A级景区
接待游客约 888 万人次，下一步
重庆将加快完善渝东南交通等配
套设施，推出更多精品旅游线
路。 周凯

念好“山”字经 加快奔小康

“还巢”的年轻人给黑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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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咖啡：

“绿色的金子”缘何香飘国际 俄罗斯
小麦出口价格
刷新本季最高纪录

俄罗斯SovEkon分析中心网站
发布消息显示，俄罗斯小麦出口价
格涨至每吨222美元，刷新本季价
格最高纪录。消息指出，根据上周
牌价，俄罗斯蛋白含量12.5%的小
麦价格上涨 8 美元，达到每吨 222
美元。作为比较，法国小麦价格并
没有发生变化，仍然维持在223美
元水平。俄专家指出:“俄小麦价
格在接近其他供应商的报价，一系
列大型招标也维护市场。俄罗斯农
业部预计，2020 年俄罗斯谷物总
产量可达 1.225 亿吨，小麦产量
7500万吨。

乌拉圭
多种因素推高大豆价格

据乌拉圭《国家报》报道，乌本
季大豆价格持续走高，美国中西部
降雨量不足导致芝加哥股市大豆和
玉米大宗价格已上涨5.5%，期货价
格也有所上涨。同时，美国和巴西
的玉米和大豆出口商聚焦于需求远
胜于往年的中国，也推高了市场价
格。受美元升值影响，巴西大豆期
货销售比例由 16%增长至 50%以
上。乌从业人士表示，预计下一季
大豆价格仍将继续走高。

塞浦路斯
获批50万欧元
养猪行业国家援助

近日，欧委会批准塞浦路斯50
万欧元国家援助项目，以支持受新
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养猪业。资金
将采取直接拨款的形式向拥有或管
理饲养母猪的自然人或法人开放。

朝鲜
获俄罗斯
援助小麦2.5万吨

据韩联社报道，俄罗斯最近向
遭受台风灾害的朝鲜援助了2.5万
吨小麦。俄罗斯驻平壤大使馆表
示，2.5 万吨小麦最近已运往南浦
港，装卸工作将在距离南浦西海大
坝 12 公里的外港进行。去年俄罗
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朝鲜提供
了约 8000 吨的小麦。世界粮食计
划署驻平壤代表处推算，俄罗斯去
年援助的粮食价格约为 800 万美
元。

菲律宾
8月大米库存下降

据菲律宾《星报》报道，截至 8
月底，菲律宾大米库存量降至 179
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3%，比
上个月下降了15.1%。根据菲律宾
人的平均每日消费量3.2万吨计算，
目前的库存量足以满足 56 天的需
求。同时，主粮价格继续保持同比
下降趋势，并且已经稳定下来。截
至 8 月第三周，精米的平均批发价
为每公斤38.91比索，比去年同期降
低 0.4%，比上周降低 0.2%。同时，
普通米的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
35.35 比索，平均零售价为每公斤
38.11比索。

●优越的自然条件：
安第斯山脉的天然滋养

哥伦比亚的咖啡产区遍布全国，但位于国家
中西部，由卡尔达斯省、金迪奥省、里萨拉尔达
省、考卡山谷省四大区域组成的咖啡三角洲地
带，不仅是哥伦比亚最为集中的咖啡产区，也是
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咖啡产区之一。

对于咖啡树来说，理想的生长环境介于海拔
1200 米到 1800 米之间，它需要充足但不毒辣的
阳 光 、适 时 的 水 分 和 适 宜 的 温 度（19℃-
21.5℃）。以温度为例，当温度在23℃以上，咖啡
果的生长和成熟就会加快，影响咖啡豆积累果味
和酸度，从而降低咖啡豆的品质；而长时间暴露
在30℃以上的高温中，咖啡树的叶子就会掉落，
树干甚至会生出树瘤。咖啡树对水分的要求同
样挑剔，育蕾之时最好天气干燥，开花时却渴望
雨露的滋润，结实的日子再次需要干燥的环境，
等到咖啡果的生长期和成熟期，又再次期待阵雨
的不时安抚。安第斯山脉的温暖阳光与和煦海
风，包容了咖啡树的娇柔脾性，使哥伦比亚咖啡
一年四季皆可收获，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全年可供
应新鲜咖果的国度。

由于安第斯山脉生长环境的多样性，尤其是
栽种纬度的不同，虽然哥伦比亚咖啡的口味总体
上呈现出平衡和顺的特点，却仍可细分出200多
个口味级别。通常来说，以安第斯山脉为界，东
部的土壤以沉积岩为主，产出的咖啡醇度较高；
而中西部以火山岩为主，产出的咖啡酸度较高。

●独特的生产方式：
分散小农与手工精制

安第斯山脉高低起伏，一块块咖啡田随山势
分散于山峦之上，咖啡三角洲出产的咖啡也因此
被称为“高山咖啡”。由于山峦之间的起伏和阻
隔，咖农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组成劳作群体，分散于
不同的山峦上居住兼耕种，形成了三角洲地带特
有的小农耕作模式。每块咖啡种植园的面积平均
不到两公顷，现在大约有2.4万个这样的咖啡种植

园分布在三角洲地带，有8万咖农耕作其间。这
种独特的模式代代传承，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高低起伏的自然环境和分散的小农耕种模
式，无法开展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使咖啡三角洲
的咖农始终主要以手工方式进行咖啡种植和加
工，尽管咖啡产量无法与咖啡生产大国巴西相
比，但却为哥伦比亚咖啡赢得了持续赞誉——手
工生产始终是高品质咖啡的有力保证。

20世纪初期，手工制浆机和咖啡脱壳机的发
明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哥伦比亚咖啡的生产效
率。制浆加工主要通过手工操作来完成，把咖啡
豆放在两个轮子中间，使咖啡豆外面的浆裂开，
以便里面的果核分离出来，这个过程中持续用水
冲洗咖啡豆，直至咖啡浆与咖啡豆完全分离。分
离出来的果浆还可以作为种植咖啡树的肥料。
这两大发明使广大咖农摆脱了对大庄园和加工
厂的依赖，自己解决加工问题，直接参与市场交
易，推动了咖啡经济的发展。

●完善的法律保护：
重视咖啡质量

与其他咖啡生产国相比，哥伦比亚更关心开

发产品和促进生产。正是对质量的追求和优越
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哥伦比亚咖啡质优味美，誉
满全球。咖啡在哥伦比亚的地位从以下事例中
可见一斑：所有进入该国的车辆必须喷雾消毒，
以免无意中带来疾病，损害咖啡树。

1927年应全国咖农的要求，哥伦比亚政府颁
布了第76号法令，宣布成立哥伦比亚国家咖啡
生产者协会。这一法令中提到，哥伦比亚政府
和咖农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咖啡的质量，同时寻
求其竞争力和咖农的福利。每天，哥伦比亚的
咖农只要将质量合格的咖啡运到协会指定的咖
啡仓库，协会必须以当天最公平的价格购买这
些咖啡。在国际咖啡价格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协
会为广大咖农提供了一份合理、稳定的收入保
障。

此外，哥伦比亚的咖啡贸易出口管理主要由
全国咖啡业主联合会负责。这是非官方的行业
性组织，有数名政府部长担任委员。哥伦比亚法
律明确规定，只有持联合会许可证的私商才能出
口咖啡，目的是维护哥伦比亚咖啡在世界上的形
象，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在咖啡贸易中获得稳定的
财政收入。

宫宇坤

［动态］

日本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约束条件与中国相
似，由于其农业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具备比较优
势，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都处于净进口状态。近
年来，日本实施“积极进取”的农业政策，大力促
进农产品出口作为提升本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
手段，提出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额到 2019 年
达到1万亿日元（合649亿元）、2030年达到5万
亿日元（合3245亿元）的目标。为什么促进本国
农产品出口重新受到日本政府的关注？日本又
有哪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呢？

日本为何重视农产品出口促进
一是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受少子化

和人口老龄化影响，未来日本国内农产品市场规
模将持续缩小，依靠国内消费需求带动农业发展
难以为继。相比而言，国际市场农产品需求增长
仍有较大空间。为使日本农业和农民在不断发
展的全球农产品贸易中获益，进一步推动国内农
业可持续发展，大力促进农产品出口成为日本政
府的必然选择。

二是农产品出口仍困难重重。日本福岛核
泄漏事故后，出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担忧，包
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地区）采取了限制或禁
止原产于核泄漏地区的农产品和食品进口的措
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造成很大影响。日本迫切
需要和这些国家交涉解禁事宜，消除本国农产品
出口障碍。

三是贸易自由化带来新机遇。随着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EPA）、日美贸易协定接连达成，
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影响力，市场也
得到进一步开放。为有效利用贸易自由化下的
新机遇，日本需要不断强化农产品出口促进。

日本未来促进农产品出口的计划
2019 年，日本农林水产品出口额 9121 亿日

元，虽然实现了连续7年增长，但仍未达到1万亿
日元的既定目标。为此，日本政府在 2020 年最
新修订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计划通
过以下手段进一步提振出口，力争到2030年，农
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额可达5万亿日元。

一是消除农产品出口限制，改善出口环境。
根据2020年4月出台的《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出口
促进法》，日本成立了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总
部，由其牵头制定出口促进政策、协调与出口相
关的行政工作以及制订出口促进执行计划。在
该总部的领导下，日本政府将统一开展农业对外
谈判，与各主要出口市场就食品安全和放宽/取
消放射性物质进口限制等议题展开磋商。

二是发展布局全球生产基地。为了使生产
的农产品更加符合国际规则、满足国际市场需
求，日本将通过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计划
（Global Food Program）促进全球生产基地的建
设。政府将为基地发展提供硬件支持，日本政策
金融公库也将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支持。

三是建立健全海外商业推广渠道。日本政
府将通过发展出口包装标准化和冷链物流，提高
出口效率，提升产品出口附加值。同时，支持建

设海外商业推广渠道，通过日本食品海外推广中
心（JFOODO），针对农产品品种、产地等不同侧
重点进行全方位宣传。此外，支持加强和食文化
在海外的推广，向外国游客提供丰富的饮食体
验，深度发掘出口潜在市场。

四是推进日本农食产业的海外扩张。日本
政府还将从粮食安全和日本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出发，利用日本技术建立起全球食品价值
链，推进农食产业的海外扩张，进一步捕捉国外
需求，为国内生产者开拓更多销售渠道。 吴薇

日本是如何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战略的

地处南美洲西北部的哥伦比亚物产丰富，咖啡、鲜花、黄金和绿宝石被誉为“国之四宝”。如今，哥伦比亚是

继巴西和越南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咖啡生产国、世界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的水洗咖啡豆出

口国。哥伦比亚咖啡均衡度好、口感绵软、可以随时饮用，因此，被誉为“绿色的金子”。哥伦比亚咖啡也是少数

冠以国名在全世界出售的原味咖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