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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稳中有降

2月8日中午，在郑州市民
乐集农贸市场，一肉摊商户告
诉记者，随着春节的到来，猪肉
销量明显增多。“以前一天卖一
头猪，现在一天至少能卖三头
猪。”不过，记者注意到，虽然猪
肉消费正处于旺季，但猪价较
上月有明显的下滑。目前，该
摊位前腿肉30元/斤、五花肉
32元/斤，中排36元/斤。

“近日猪价比较稳定，但比
上个月下降了四五块。”该商户
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一方面由
于政府积极向市场投放猪肉以
及天气逐步变暖所致，另一方
面近期养殖户出现生猪集中出
栏现象，市场猪肉明显增多。”

河南多地投放猪肉

记者了解到，2020 年 12
月17日以来，8批中央储备冻
猪肉已投放，累计挂牌投放量

达21万吨。2月9日，第九批3
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将挂牌投
放。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各
地也组织开展了联动投放。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内蒙
古、山东、河南、江苏、甘肃、宁
夏、贵州、湖北、云南等地已启
动投放，春节前还将有更多地
方投放储备肉。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监
测，2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
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45.12元/
公斤，比2月5日下降0.2%，较
1月份高点的每公斤47.64元
有所下降。

河南多地积极向市场投放
政府储备肉，比如郑州、洛阳、
焦作、平顶山等。在采访时，一
消费者告诉记者：“政府向市场
投放猪肉后，已经多次购买。
家里人多，马上又要过年了，顿
顿离不开。”

记者了解到，郑州市政府
储备肉投放市场，将一直持续
投放到2月8日前后。投放的

主要是前腿肉、后腿肉，价格分
别为每斤22.5元、23.75元，均
低于市场销售价格的15%至
20%。参与此次投放的企业
有：丹尼斯、永辉、世纪联华、华
润万家、北京华联、大润发、万
邦生鲜、宏丽来、景文百货和正
道思达等市区各大连锁超市
70余家门店及20余家农贸市
场。

除政府投放猪肉外，年底
生猪集中出栏也是重要原因之
一。“一般春节后猪价都会出现
回落，春节前出栏一批猪，也能
卖个好价格。”驻马店一养殖户
告诉记者。业内人士认为，节
前生猪出栏意愿加速以及受北
方多地疫病再起引发的恐慌抛
售，市场生猪供应大幅增加。

预计猪价节后将继续下行

截至2月8日，全国外三元
生猪均价30.59元/公斤，较前
一日微涨0.39元/公斤，但较1
月末下降了约6元，猪价下降
较为明显。

一养殖行业人士告诉记
者，近期不管是储备猪肉还是
养殖户出栏等方面供应都有增
加，因此对猪价行情形成打压，
预计猪价春节前持续走跌为
主，春节期间生猪收售将处于
停滞状态，价格或以稳中小幅
震荡为主。

生意社生猪产品分析师李
文旭认为，年底肉类采购基本
结束，猪价持续弱势下行，养殖
户抛售变现心理凸显，市场供
强需弱问题加剧，国内猪价承
压下行，春节后肉类消费将更
加清淡，后市生猪市场供大于
求局面难以缓解，预计春节期
间生猪价格将继续弱势下行。

本报讯 新春岁酒，自古有
之。春节是酒类消费旺季，过
节小酌几杯也是必不可少的。
2月8日，记者从京东大数据研
究院获悉，节前各种酒类的消
费比平时出现了明显增长，河
南省作为酒类消费大省，成交
额同比增长161%。尤其是白
酒成交额，占河南全部消费的
6.1% ，远 超 第 二 名 河 北
（2.5%）。

春节除了看春晚、吃元宵、

放鞭炮，酒也是一味不可或缺
的元素。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
示，今年成交额比平时增长最
高的是金酒，增长超过了9倍；
朗姆酒、白兰地成交额比平时
增长超过了2倍；威士忌、鸡尾
酒成交额比平时增长超过了1
倍。

啤酒、黄酒/养生酒成交额
比平时增长超过了180%。

酒类的消费逐渐轻量化。

男性、女性用户在清酒上的消
费增长都比较高。此外，女性
也比较偏爱有小资情调的龙舌
兰、威士忌、鸡尾酒/预调酒。

河南省作为酒类消费大
省，成交额同比增长 161%。
尤其是白酒成交额，占河南全
部消费的6.1%，远超第二名河
北（2.5%）。

从白酒的件单价来看，内
蒙古喝的酒最贵，白酒的单价
甚至超过了北上广。

【看总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统计梳理发现，2020年，
郑州、洛阳、南阳、许昌、周
口、新乡6个省辖市的GDP
均超过3000亿元。按照河
南省刚刚印发的相关文件，
满足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应当在300亿元以上，地
区生产总值在3000亿元以
上，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
人以上的城市才能申报建
设地铁。

其中，郑州市2020年
全市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3%，首次突破1.2万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3.7%，形成了经济迅速恢
复、稳中向上的良好发展态
势，郑州进入中国城市综合
竞争力20强。

洛阳市 2020 年 GDP
达到5128.4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3.0%，比
前三季度回升 1.4 个百分
点，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7
和1.7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洛阳市呈现
出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趋
势。

总体来看，全省 GDP
总量突破2000亿元的省辖
市达到了13个，商丘、驻马
店、信阳、平顶山紧跟上述6
地，跻身前10。其中，商丘
市GDP为2925.33亿元，距
3000 亿大关只差临门一
脚。

【看增速】
2020 年宏观环境复

杂，尽管如此，不少省辖市
仍然取得正增长。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统计梳理
发现，驻马店市 GDP 以
3.6%的增速引领全省，济
源、安阳紧随其后。

前不久，驻马店市公布
407个淮河生态经济带发
展项目，总投资 3101.4 亿
元，其中，生态环境项目共
计131个，总投资834.23亿
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计
276 个，总投资 2267.2 亿
元。

济源市披露数据显示，

2020年，济源生产总值完
成703.16亿元，以不变价格
计算，较上年增长3.4%，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2.1个百分
点，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 ，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比上年增长2.3%。据此比
较，河南共10个省辖市增
速跑赢全国水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焦
作和商丘是仅有的两个
GDP负增长的省辖市。

【看细分】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同步从济源市统计局官
网上获取了河南17个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多项细分
年度数据，其中包括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增加
值、工业用电量、固定资产
投资等。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郑
州以6.1%的增速领衔，新乡
和济源以5.9%和5.1%分列
第2、第3位，安阳、平顶山、
驻马店排在第4至第6位，焦
作、商丘、漯河则出现了负增
长。

值得一提的是，各省辖
市工业增加值整体表现与
工业用电量并未呈现出紧
密的正相关趋势。如郑州
市虽然工业增加值位居首
位，但其累计工业用电量为
195.14千瓦时，并不靠前，
这或与城市产业转型不无
关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指企业（单位）通过交易
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
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
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
得的收入金额，这一数据往
往能反映出区域消费水平。

数据显示，受疫情对消
费的影响，2020年河南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2502.8 亿元，整体下滑
4.1%，其中周口、驻马店、济
源、新乡、洛阳等地情况好
于这一平均水平，焦作、安
阳、商丘、郑州等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下滑幅度则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与上月相比，猪肉价降了四五块
一是政府投放猪肉，二是生猪集中出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兵 文图

河南人有多爱喝酒？

节前白酒销售占全省消费的6.1%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随着春节临近，猪肉消费进入了冲刺阶段。2月8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从郑州菜市场了解到，近日猪肉消费需求较旺但价格较为稳定，与上月相比猪
肉价有明显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向市场投放猪肉以及天气逐步变暖所
致，另一方面近期养殖户出现生猪集中出栏现象，市场猪肉明显增多。

河南18市最新GDP出炉

6个省辖市跨3000亿关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2020年适
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河南逆势交出一张亮眼的
成绩单：全年生产总值达54997.07亿元，接近5.5
万亿元，从2004年起连续17年稳居全国第5位。

事实上，这份成绩单由18张答卷组合而成，那
么，过去一年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的发展情况
如何？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猪价较上月有明显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