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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
生猪每斤亏损1.5元左右 政策支持、市场上涨双重利好能否缓解企业困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凌岩 文图

“听说最近国家出台一项
政策，要给养猪户贴息贷款，
我想去银行问问，具体要求啥
条件？”这是6月8日，许昌市
一名养猪专业户见到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时说的第一
句话。

受去年8月份非洲猪瘟
疫情影响，包括河南在内的全
国生猪、猪肉价格连续走低，
导致许多养殖户提前、低价处
理生猪，亏损严重。

从今年4月份开始，由于
市场供应减少，生猪及猪肉价
格开始慢慢回涨。截至目前，
河南生猪价格较4月份上涨
了50%左右。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尽管价格上涨，但养
殖户补栏的积极性并不高。
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疫情再次
发生，再次出现亏本的现象。

针对此，6月3日，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
做好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
资金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表
示，为帮助养猪企业渡过难
关，切实稳定生猪生产，确保
猪肉市场有效供应，鼓励和支
持各地开展针对性政策性农
业信贷担保服务，对符合条件
的生猪养殖企业给予一定比
例的贴息贷款支持。

政策支持、市场上涨周期
的双重利好，能否一扫养猪企
业几个月以来的阴霾，帮助企
业走出市场困境？

贴息贷款
解决“不敢养、养不起”问题

自去年8月份受非洲猪
瘟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生猪
生产量出现下滑，大部分养殖
企业及养殖户出现亏损，补栏
积极性受到冲击。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此次
联合下发《通知》，是为了帮助
养殖企业及养殖户渡过难关，
提振养殖户的信心，稳定生猪
生产，确保市场有效供应。

《通知》要求，做好种猪场
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
息工作：对在保担保贷款到期
的养殖场户实施展期担保，并
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无
还本续贷；各地可根据实际，
对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种猪场及年出栏5000头
以上的规模猪场给予短期贷
款贴息支持，对养殖企业银行
贷款贴息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2%。

此外，地方财政还可通过
自有财力等其他渠道安排贴
息资金，贴息时间从2018年
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注意到，除了贴息贷款以外，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多
项政策来稳定生猪、猪肉市
场。

3月22日，农业农村部发
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
场供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从加强监测预警到推进
规模养殖等，提出了7项政策
措施稳定生产。同时，支持规
模养殖场和屠宰场“点对点”
生猪及产品调运，不得层层加
码禁运限运。

5月16日，全国促进生猪
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
会议在京召开，要求切实解决
养殖户不敢养、不想养和养不

起等问题。并且落实省负总
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为
核心，加快稳定和恢复生猪生
产。

为了保障养殖企业及养
殖户的利益，国家对发生疫情
的生猪采取扑杀补偿方案。

根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确定的补偿方案，扑杀补助标
准为1200元/头，各地可以根
据猪的大小、品种等因素细化
标准。

据悉，国际上扑杀补助标
准一般为市场价格的50%至
100%，我国现在的补助标准
达到了市场价格的75%左右。

生猪每斤亏损1.5元左右
市场供应量减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
养殖及消费国家，近几年，我
国的生猪出栏量一直稳定在
7亿头左右，约占世界一半以
上。

然而，自2018年 8月份
以来，我国生猪养殖产量明显
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生猪
存栏量均出现大幅下跌。同
时，受活猪跨省禁运政策影
响，区域间供需出现不平衡，
引发了产区价格下跌、销区价
格上涨现象。

在此背景下，受伤的肯定
是养殖户。

受此影响，不少养猪企业
的净利润去年及今年第一季
度均出现大幅下滑。

2018年，河南某养猪上
市公司营收35.56亿元，同比
下 降 37.6% ；净 利 润 亏 损
38.6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8650.78%。

而河南另一家养猪大户
去年净利润5.2亿元，同比下
滑 78.01%。2019 年第一季
度，该企业净利润亏损5.4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滑
497.64%。

据平顶山地区一名中等
规模的养殖户介绍，从去年底
到今年一季度，生猪的价格基
本在5元/斤左右，而养一头
猪的成本价在6.5元/斤左右，
卖一头猪一斤则亏损1.5元左
右。

“本来不想卖，想再养一
段时间，增加些重量，但又担
心染上疫情。”这名养殖户说。

“由于担心生猪患上疫
情，许多养殖户提前让生猪出
栏，导致近段时间生猪、猪肉
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河南省
肉类协会执行会长刘承信告
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从一季度的5元/斤左右，到
现在的7.5元~8元/斤，生猪
价格上涨了50%左右。

根据智农通的数据，近段
时间，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
15.78元/公斤，较6月初上涨
0.08 元/公斤，日涨幅约为
0.51%。在全国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中有27个上涨，
其中发生疫情较早的甘肃、广
东、江西、辽宁、吉林五省日涨
幅超过0.4元/公斤。

中小养殖户顾虑
资本借机入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尽管近期猪价上涨，
但大部分中小养殖户仍处于
不敢补栏的状态。

上述平顶山地区这名养
殖户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如果现在补栏，一旦再
次出现疫情，可能又要赔钱
了，打算观望一段时间再定。”

虽然养殖户顾虑太多、补
栏积极性不高，但有资本方却
认为这是一个入场的好机会。

最近，京东宣布战略投资
农业企业吉林精气神有机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合作黑
猪养殖产业链全过程，提前备
战“6·18”的大促销。

5月24日，山东生猪养殖
大户龙大肉食发布公告，公司
控股股东龙大集团将以16.43
元/股的价格，向蓝润发展转
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9.91%
的股权，交易转让价款总额为
12.29亿元。

交易完成后，蓝润发展对
龙大肉食的持股比例将上升
至29.92%。至此，蓝润发展
将超越龙大集团，跃居成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此前，蓝润集团与四川省
万源市人民政府签约，将投资
25亿元，打造万源50万头生
猪养殖及深加工项目。

5月31日，牧原股份在其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里表
示，“牧原股份生产经营一直
保持稳定。在当前背景下，对
于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机遇，公司每个月招聘大量员

工来推动公司的快速建设，员
工的工作状态也非常高昂。”

牧原股份表示，公司对未
来更有信心，未来为了平稳发
展，公司会更加注重投资进
度、降低大股东股票质押率。

刘承信告诉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国家在这个时候
出台贷款贴息政策，对减轻养
殖户压力、增强养殖户补栏的
积极性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
用。

专家预估
下半年猪肉或继续上涨

卓创资讯生猪行业分析
师牛哲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采访时说，市场猪源
偏紧，养殖单位惜售提价，加
之屠宰企业有意抬价出货，在
二者联合作用下，近期猪价呈
现明显的大幅拉涨走势。

“但随着猪价不断触顶，
终端鲜销走货放缓，已有部分
地区释放止涨信号，预计国内
多数地区涨幅或收窄。”牛哲
说。

6月10日，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走访多家生鲜超市、菜
市场了解到，猪肉的价格普遍
在13元/斤左右。

北果生鲜超市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端午节前后，
猪肉的价格一直没有变动。

“消费量一直比较平稳，没有
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市场没
有上涨动力。”

对此，刘承信表示，端午
期间表现比较平稳主要受几
个方面影响：一是受非洲猪瘟
影响，猪肉消费量下降；二是
不只猪肉行业，大多数行业消
费都不如以前；三是1~3月份
市场低迷期间，经销商囤积了
大批货，现在得到释放；四是
国外进口猪肉对本土猪肉价
格造成一定影响。

但对于接下来的猪肉价
格，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预计
2019年下半年生猪出栏会减
少，市场供给有可能偏紧，进
而带动猪价上涨。

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
400个县定点监测，2019年1
月份和2月份，全国400个监
测县生猪存栏同比分别减少
12.6%和16.6%。其中，能繁
母 猪 存 栏 同 比 分 别 减 少
14.8%和19.1%。

3月份生猪存栏环比下
降1.2%，同比下降18.8%。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2.3%，
同比下降21.0%，降幅达到了
近10年来最大值。

“由于受消费淡季的影
响，近段时间生猪、猪肉上涨
的幅度并不会太大，下半年，
生猪、猪肉价格上涨的峰值应
该在中秋节、国庆节、春节期
间。”刘承信说。

端午节期间顾客在购买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