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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猪肉价格持续下跌，据国家统计局
测算，4 月份，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11.0%；同
比下降 21.4%，降幅比上月扩大 3.0 个百分
点。近期猪肉价格跌跌跌怎么看？未来，猪
肉价格走势如何？市场供应有保障吗？

连月下跌为哪般？
“降了很多！比春节前便宜不少。”在北

京市丰台区一家大型商超，前来购买五花肉
的北京市民王女士说，猪肉价格降了，“菜篮
子”拎得更舒心。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
显示，近期，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均呈现
持续回落态势。生猪方面，5 月 19 日全
国生猪出场价格为每公斤 20.43 元，比上
周下降 5.21%，比 4 月底下降 16%，比年初
下降 44%。

猪肉方面，截至 5月 21日，36个大中城
市猪肉零售价格为每斤 21.26 元，比 4 月底
下降8%，比年初下降27%。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 月上旬，全国集
贸市场猪肉价格每公斤 36.09元，已连续 15
周回落，同比下降29.3%，比1月份最高价低
18.13元，比去年最高价低23.55元。

去年以来连续上涨的猪肉价格，今年缘
何持续下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综
合业务处处长刘刚分析认为，这主要有三方
面原因：

——从供给角度看，国内生猪产能在持

续恢复，存栏量持续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监
测，4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增长 1.1%，
连续 19 个月增长，同比增长 23.0%，相当于
2017年末的97.6%。

——从养殖环节看，3至4月份，市场观
望氛围浓，部分养殖户选择压栏惜售，近期
面对猪肉价格快速下降行情，养殖盈利空间
明显减小，养殖企业急于出栏意愿较浓，生
猪供应比较充足。

——从需求角度看，随着天气转热，目
前正处于消费淡季，市场需求相对疲软。

猪价还会“跌跌不休”吗？
多位分析人士告诉记者，按照常年规

律，端午节前后猪肉消费增加，猪价有可能
会出现一波上涨。

“在生猪产能持续恢复、市场需求不旺、
出栏意愿较强的情况下，预计生猪和猪肉价
格总体上会继续保持稳中有降的走势。”刘
刚说，但考虑到生猪价格已逐步逼近成本
线，养殖企业集中度有所提高，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有所增强，预计后期价格降幅可能
有所收窄，下降空间有限。

“有些消费者期望猪肉价格再回到
2018年以前的水平也不太现实。”农业农村
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说。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8 年非洲猪瘟
疫情发生前，生猪养殖成本约每公斤 12.5
元，目前增加 4.5 元，上涨 36%。其中，玉米

价格上涨导致生猪养殖头均成本增加 280
元左右，其他如仔猪费用、人工费用等成本
项目都有不同程度增加。

据介绍，长期来看，成本项目上涨都是
刚性的，一旦涨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加
上屠宰、流通等环节的加成，猪肉零售价格
必然会水涨船高。

猪肉价格未来走势，关键取决于猪肉供
应是否有保障。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专家预
计，今后一个时期猪肉供应总体宽松。

从生猪生产方面看，规模猪场从去年初
的 16.1 万家增加到目前的 18 万家，规模猪
场的新生仔猪数同比增长58.8%。

“若生产效率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按
1头能繁母猪年提供出栏肥猪16头计算，目
前全国4300多万头能繁母猪可以实现出栏
肥猪 6.9亿头，已基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这位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从前期新生仔猪量推算，预计
5月至7月全国规模猪场肥猪上市量同比增
幅将超过五成，市场供应总体宽松。

如何保障养殖户生产？
随着存栏量的稳定回升，猪肉价格逐步

走低，加上生产成本上升，生猪养殖收益大
幅下降。

“生猪收购价格每斤 9 元左右，由于防
疫费用提高，原材料持续上涨，基本处于亏

损状态。为减少亏损，只能适当降低存栏
量，减少养殖规模，尽量控制成本，把亏损降
到最低。”河北磁县华威养殖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研军说。

他告诉记者，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帮助养殖户降低防疫成本，对养殖场适当补
贴，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

据农业农村部定点监测，全国生猪平均
养殖成本为每公斤 17 元，一些地方猪价已
经降至成本线附近。养猪总体盈利，但利润
空间大幅收窄，一些外购仔猪育肥的养殖场
户已经出现亏损。

如何保障养殖户生产积极性？
这位负责人表示，从当前看，要继续发

力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压实地方责任，强化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
疫情；从长期看，要加快建立现代生猪养殖
体系、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和流通体系，促进
绿色循环发展，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

“特别是针对当前养殖效益下滑、一些
养殖场户出现亏损的苗头，农业农村部正在
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制定稳定生猪产能的调
控方案，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
指标，加强监测预警，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
调控的自动触发机制，利用好市场的调节作
用，同时发挥宏观调控的兜底保障作用，促
进生猪稳产保供。”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跌跌不休：连续15周回落，同比下降29.3%

猪肉价格“坐滑梯”未来走势怎么看？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 于文静

“河北沧州献县5名儿童在村边坑塘溺
水身亡”的消息，近日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记者采访了解到，5 名女孩最小 10 岁、最大
13岁，就读当地同一所小学，周末相约在村
边水塘玩水后不幸溺亡。

溺水是我国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
一杀手”。一面是主管部门预警频发、学校
安全教育紧抓，另一面是各地事故屡发、校
外遭遇风险难控，真正有效遏阻“第一杀手”
仍需多方形成监管合力。

周末相约玩水 5名女孩溺亡
沧州市献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李

长青介绍，孩子出事水域周边没有监控探
头，警方经调取村庄周边其他点位监控视
频，通过询问死者家属、关键目击证人刘某
良、报警村干部和现场参与救援人员等 18
人，查明了相关情况。

22 日（周六）午饭后，小留住屯村女孩
王某雅找到同村女孩王某镯，二人骑自行车
来到韩村找女孩刘某园。3 名女孩随后去
找刘某雪，刘某雪正和表妹刘某涵、表弟刘
某良（男，12 岁，刘某涵亲哥）一起写作业，
家中当时没有大人。

随后刘某园提议“大家一起去蹚水
玩”。15 时左右，6 个孩子来到韩村东南方
向一处水塘，5 个女生开始脱衣服准备下

水。刘某良因觉得“她们都是女的我是男的
不方便”，于是返回家中。

约半小时后，刘某良回到水塘，发现王
某镯漂在水上，其他 4 人不见踪影，急忙跑
回村里叫人救援。多位村民和韩村镇派出
所民警随后赶赴现场，相继将5名溺水人员
打捞上来，经抢救无效均死亡。

当地通过对在校学生、附近村庄儿童进
行排查后，无其他儿童溺亡。这5名溺亡女
孩最小10岁、最大13岁，均是韩村镇恩美小
学学生，遗体后被家属认领回家。

事发后沧州市县乡三级共同展开相关
工作。一是入户做好家属情绪稳控和心理
疏导，依法依规依政策给予帮扶救助。二是
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在全市范围展开防溺水
安全隐患排查，对有水坑塘、河道、沟渠登记
造册，加密补齐警示标识。

5人都不会游泳 学校曾开展
防溺水教育

记者采访了解到，孩子出事的水塘，属
自然形成坑塘，水面面积 500 平方米左右，
大部分为 0.5 米的浅水区，水深 2-3 米的区
域有200平方米左右，事发前水塘周边有不
止一个警示牌。

“民警调查发现，5 个孩子都不会游
泳。孩子家长都在本地工作，均不属于留守

儿童。”李长青介绍，事发水域不深，水质也
比较清澈，但 5 月水温还是比较低的，救援
人员都是成年男性，他们反映下水后时间长
了受不了。

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事实上，为应对今年“五一”假期学生
溺水风险，4 月 2 日前后曾组织各学校在课
上观看防溺水教育视频，节前两次发出《致
家长一封信》，5 月全县多次安排安全教育
活动，但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目前，当地对全县范围已排查出的 822
个坑塘将加密警示牌和标志，并通过电视
台、自媒体、农村大喇叭等多种方式，广泛传
播防溺水安全内容。校内课堂开展安全教
育之外，已经开展招募家长志愿者队伍工
作，同时各学校将安排教师展开家访，共同
织密“安全网”。

“第一杀手”屡屡作案 遏阻
需形成合力

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
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水
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56%，平均每天有 88 个
孩子因溺水死亡。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
死亡的“第一杀手”。

“事后我们反思，如何才能让安全教育
真正引起学生、家长的重视。现在校园外的

安全隐患较多，很难单纯依靠学校教育让孩
子做到‘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做的事情
不做’，可以说‘防溺水’是一个系统工作。”
献县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大
学阶段，设置游泳教育内容都具有现实意
义。但通过该案调查发现，目前基层“防溺
水”工作的主要目标仍是让孩子“远离
水”——课上教育孩子们要“远离水”、课后
各种形式告知家长要让孩子“远离水”，存在
只能“堵”无法“疏”的矛盾。

“近年来各种监管措施上马，不管城里
还是农村，大部分孩子都被迫离水远了，但
玩水对孩子是有吸引力的。”当地教育部门
负责人介绍，献县有中小学校 173 所、学生
近10万人，目前全县只有县城一所游泳馆，
没有条件学游泳、学自救。

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潘珂骅
表示，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弱，在“防溺水”工
作上监护人、政府、学校等需要形成监管合
力：一是创新安全教育方式方法，通过开展
震撼教育、观摩现场等形式让学生“入脑入
心”；二是多措并举做家长工作，避免以签订
责任书等“形式主义”做法代替监督管理；三
是打造安全防护体系，排查处置河湖坑塘安
全隐患，实现多方人员齐抓共管。

（新华社石家庄5月25日电）

如何遏阻青少年意外死亡“第一杀手”？
——河北献县5名小学生溺亡事件调查

新华社记者 杨 帆

5月25日，在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段泊岚四村，农
民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小麦条锈病防治和叶面肥喷洒
作业。时下，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50余万亩冬小麦进入
灌浆成熟的关键期。当地农业部门引导农民强化麦田
科技管理，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田间作业，提高
麦管效率，确保夏粮丰收。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丰收在望田管忙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郭宇靖、
李爱生）25 日，在第八届国际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年会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联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
首批无人配送车企业颁发了无人配送
车车辆编码，首次给予无人配送车相应
路权。

京东、美团、新石器成为国内首批
获得无人配送车车辆编码，并准许在示
范区公开道路上路的 3 家企业，实现无
人配送车“持证上岗”。示范区以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为核心，面积约60
平方公里。

今年 4 月，北京市依托高级别自动
驾驶示范区设立了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
车政策先行区，在先行区范围内参照国
内外经验，开展针对新产品、新技术、新
模式的创新性监管措施，无人配送车管
理实施细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

根据政策先行区管理政策，无人配
送车参照非机动车管理，以车辆编码为
核心进行针对性测试验证，对通过测试
的新产品给予相应路权，保障无人配送
车上路政策的实现。

政策还规范了上路车辆标准，包括
无人配送车尺寸、载重、速度、动力技术
和检测指标等，还将无人配送车纳入先
行区自动驾驶监管平台监管，实现平台
统一化管理，并首次规范了无人车的保
险类型、出险范围和保额等要求。

各有关无人配送车企业将在示范
区积极开展快递配送、餐饮零售等有关
业务，逐步扩大部署规模，常态化提供
便民服务。

无人配送车合规上路首次在京实现

离休干部、原抚州地区轻化机械厂副主任步占举同
志（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5月
21日在抚州逝世，享年98岁。

步占举同志系山东省邹县人，1938年 8月参加革命
工作，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步占举同志逝世

新华社利马5月25日
电 秘鲁国家警察局 24日
宣布，该国中部胡宁省 23
日晚发生一起针对平民
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
少14人死亡。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
间23日22时左右，秘鲁主
要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光

辉道路”成员冲入该省萨
蒂波地区圣米格尔市中
心一家酒吧，杀害无辜平
民，其中包括 2名儿童，并
当场焚烧了一些人的尸
体。创立于 1970年的“光
辉道路”组织目前活跃在
阿普里马克、埃内和曼塔
罗河谷地区。

据新华社达卡5月25
日电 （记者刘春涛）孟加
拉国卫生部门 25 日首次
组织当地民众接种中国
国药新冠疫苗。首批接
种人员约 1000人，主要是
来自孟加拉国各大医学
院校的高年级学生。

孟加拉国卫生和家
庭福利部长马利克出席
了当天在首都达卡举行
的疫苗接种仪式，并感谢
中国在防疫工作中给予
孟加拉国的支持。

根据孟卫生部门相
关流程，在此次接种后，
卫生部门将对受种者进

行为期一周的观察，确认
无明显副作用后将展开
大范围接种。

孟加拉国政府 4月底
批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在孟紧急使用。马利克
25 日表示，孟计划从中国
采购更多疫苗以应对本
国的新冠疫情。

孟加拉国此前与印
度签署了 3000 万剂新冠
疫苗的采购协议。由于
印度生产的新冠疫苗供
应存在不确定性，孟政府
叫停了印度产阿斯利康
新冠疫苗第一剂的接种
工作。

孟加拉国民众
开始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秘鲁发生恐怖袭击
致14人死亡

这是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展示的无人配送车（5月25日摄）。 新华社发

5月24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救援人员转移地
铁列车相撞事故伤者。吉隆坡市中心当晚发生地铁列
车相撞事故，导致213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47人伤
势较重。 新华社发（菲兹摄）

马来西亚首都发生地铁列车相撞事故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
日电 （记者胡璐、于文
静）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
健 25日说，目前西南地区
小麦已收获过半，增产趋
势明显；黄淮海即将开
镰，长势好于上年、好于
常年，丰收在望。收获在
即，要扎实做好小麦机
收，确保丰收到手。

他是在当天召开的
2021 年“三夏”小麦机收
暨粮食作物机收减损工
作视频会议上作出上述
表示的。

唐仁健介绍说，今年
夏粮生产势头良好，冬小
麦面积扭转连续 4年下滑
的势头，增加了 300 多万
亩。从前期调度情况看，
今年投入“三夏”麦收的联

合收割机将超过 60万台。
“小麦适收期也就3至5天，
如果收获不及时，不仅造成
产量损失，也会影响下茬作
物播种。”他说，今年“三夏”
气象灾害风险增大，要用
30 天左右时间，把 3.35 亿
亩小麦收获到手，再把夏玉
米适期播种下去，必须充
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
抢农时、增效率、夺丰收。

唐仁健表示，各小麦
主产区要结合实际，及早
强化机具准备，及时发布
作业信息，加强部门配
合，并充分发挥农机社会
化服务组织作用，加大高
效低损收获等节本增效
新技术推广力度，推进农
机农艺融合，全面提高夏
收夏种作业质量。

今年夏粮有望再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