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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破“8”，
销量增不少
据预测短期有上涨趋势但未来可能二次探底
□半岛全媒体记者

汪院萍

据国家 生 猪 大 数 据 中 心 数 据 ，本
周首个交易日，
“ 跌跌不休”的生猪期
货迎来涨停板。10 月 12 日，生猪现货
价格继续上行。从数据上看，是不是就
可以乐观地认为低迷数月的猪肉价格
已经迎来了春天呢？对此，记者探访了
西海岸新区几家商超市场和生猪养殖
场了解情况。

零售价格最低跌破8元，
一天能卖10头左右
10月13日，记者来到了黄山路农贸
市场，
可能因为不是饭点，
市场上的人流
不是很大，猪肉商贩刘女士的摊位前没
有想象的火爆场景。她告诉记者，猪肉价
格从年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一直是处
于下跌的状态。
“这价格下跌已经快一年
有时候降价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天一
了，
个价，也就最近才稍微稳定下来。”刘女
士说道。刘女士的摊位上当天鲜猪肉的
价格是 12 元/斤，排骨的价格是 20 元/
斤，目前还没有跌破10元大关。
“老百姓
对价格很敏感，你从这个排骨上就能明
显看出来。以前三十多一斤的时候，排骨
基本出不了多少，现在销量还是非常不
错的。
因为价格便宜嘛，很多人就想着趁
着这个时候多吃点。”刘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她平均每天能卖出10头猪左右，销
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记者又来到了维客超市（胶南
当天，
店）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
年后猪肉价格下跌以来，生意生意一直
很不错。从挂着的价签可以看出，，超市
当天活动价的猪肉已经卖到了8 . 98元/
斤，精肉也才9 . 98元/斤，肋排的价格是
19 . 98元，五花肉馅和带膘前肘甚至卖
到了7 . 99元/斤。
“ 现在价格便宜，能明
显感觉一次买的量通常都比贵的时候
多，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呀。”工作人员
笑着说道。

黄山路市
场的猪肉摊
点。

生猪价格短期上涨，未来
有可能二次探底

维客超市
挂出的活动价
签。

生猪价格一路“跳水”，养
殖户大呼
“受不了”
零售市场的猪肉价格一路下跌，那
么对于养殖户来说情况如何？10 月 14
日，记者来到王台镇岳家村有名的养殖
大户薛涛的喜鹊山生态养殖厂。
薛涛是2007年就开始办养殖场了，
刚开始只有 70~80 头母猪，年出栏量
800多头，现在他的养殖场已经发展为

情暖重阳，让爱到家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赵君

丁明正

重阳佳节将至，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营造尊老、
爱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10
月13日，新区公用事业集团市政管理
公司机关第二党支部组织开展“情暖重
阳”主题活动，为新区老年人送上了党
多名志愿者们来到
组织的温暖和祝福。
灵山卫禛馨老年公寓看望住在这里的

王世革

为全力做好2021~2022供暖季这
项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保障辖区内热
用户今冬稳定供暖,青岛热力公司在9
月底前全面完成了供热设施、热力管网
等的维护保养工作，自10月8日起，按
照既定工作计划正式开启对所有换热
站进行分批次冷水试压工作。
为把实事办好办实，
该公司提前通
过微信公众号、短信等方式向热用户推
送温馨提醒冷水试压通知，
并在各个小

年出栏量2000多头的较大规模养殖场
了，而且还成了为数不多的国家定点农
产品成本调查单位（户）。
近一年时间里，
生猪价格一路“跳水”，让这位养殖大户
愁得寝食难安。据薛涛介绍，生猪价格最
好的时候22元/斤，现在跌了60%~70%
左右，而玉米豆粕等饲料的价格却一路
高歌猛进，原来1 . 2元/斤的玉米现在卖
1 . 55~1 . 56元/斤。
“ 现在反正就是卖也
亏不卖也亏，心脏不好的人真心受 不

虽然本周首个交易日生猪期货迎来
涨停板，但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外三元
生 猪 价 格 加 速 下 探 ，从 月 初 全国 均价
14 . 14元/公斤，持续下行至月末11 . 07
元/公斤，下跌约22%，跌幅较8月扩大
近一倍。国家在9月出台一系列政策措
施意图稳定猪价，此外按照以往规律，
“金九银十”正是居民消费旺季，消费增
加也会带动价格上涨。但是，9月猪价却
大幅下跌，许多地区价格创近两年以来
新低。
根据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预测，虽
然猪价在国庆假期之后连续上涨点燃了
市场的看涨情绪，且受第二轮收储力度
更强，持续周期更长的利好影响，市场预
期空前提高，加之国内多地气温骤降，局
部地区降雨和降雪也造成生猪收购受
阻，对价格上涨也起到了一定助推作用。
但是，供给压力依旧较大，供大于求的局
面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改变，预计价格
反弹空间仍有限。

董家口经济区打出“组合拳”
，抓稳项目生命线
老年人们，来到老年公寓，志愿者们来
不及歇口气，有的为他们打扫卫生，有
的发放水果，有的陪他们聊天，慰问过
程中志愿者还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
生活情况，同时送上节日礼物并向他们
致以诚挚的祝福，
老人们深表感谢。
通过此次活动，志愿者们深有感
触，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
动周围更多人们参与进来，从而在全社
会形成尊敬老人、关爱老人的良好氛
围。

青岛热力公司开启冷运试压，奏响备战供暖号角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苏小丽

了。”薛涛告诉记者，现在生猪价格在
5 . 5元/斤~6元/斤左右，自繁自养的还
能相对好一点，一头猪最少赔500元，有
些育肥猪，那就更没法提了，基本一头猪
亏个1000元都很正常。
薛涛告诉记者，他的养殖场原来存
栏1000多头，就是因为价格持续下跌，
赔得有些心慌，所以他也在逐渐减少存
栏量，尤其是母猪存栏量，目前整个养殖
场生猪存栏不足800头。就现在这个规
模，光喂养支出就在每天 7000~8000
元，有时候没办法了也会减减喂食量。
日子艰难的养殖户还不止薛涛一个
人。同村的宋江云也是搞生猪养殖的，规
模相对小一点。
“ 我原来有300多头，现
在这个价格跌得实在扛不住就只能尽快
处理，现在都处理了，实在是干不下去
了。”

区挨家挨户张贴冷运通知单，
告知用户
充水试压时间及注意事项，提醒用户务
必关注并做到家中留人，以便及时对家
中发现的“跑、
冒、
滴、
漏”
现象进行修复
整改。
该公司在供暖前开启冷运工作，
目
的在于一是可测试整个管网系统及用
户家中有无出现供热异常；
二是可检测
出换热站和管网系统是否处于健康状
态；
三是可将管道中残留的杂质和污垢
进行有效过滤清洗，使其在供热过程中
更加通畅，
为今冬采暖季稳定运行奠定
良好的开端。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静文

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
董家口经济区采取成立工作专班、优化
工作流程等组合办法，
打造高效优质的
营商环境，促进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投产，投资呈现由稳趋快的良好
局面。
近日，由惠城环保投资10亿多元
建设的催化新材料项目进入到设备安
装阶段。项目将充分利用董家口循环经
济和化工园区优势，采用先进工艺技
术，打造废催化剂处理处置、再生利用
的循环产业链运作新模式。
“基于全球产业深度变革，顺应国
家新旧动能转换，青岛惠城环保本着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完成
了向废物要资源的工艺技术创新，完全
投产后，预计产值可达9 . 48亿元，利润
实现1 . 2亿元。”董家口经济区惠城环
保FCC催化新材料项目运行总监王鹏
说。
自整个项目开工以来，董家口经济
区管委便成立工作专班，每天问情况、
每周跟进度，帮助项目协调解决问题，
对接相关部门顺利完成排污许可、规划
验收许可和特种作业设备设施试生产
预案报备等工作，确保项目一期于年底
前按计划投产。

董家口经济区惠城环保FCC催化
新材料项目工程师陈光告诉记者，项目
计划11月份进行开工试车。在董家口
经济区管委的协调下，10月20日完成
供水配套，10月底完成供气配套，生活
污水配套也如期进行。
优质服务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目前，董家口经济区已投产项目44个、
总投资730亿元；在建项目77个、总投
资1080亿元；今年1~9月份，工业产值
增长率保持在50%以上，项目建设进
入高速增长期。
董家口经济区管委经济发展部部
长杜军介绍，目前，董家口经济区成立
39个项目专项办公室，对重点项目提
供“一对一”服务保障，打通项目建设、
问题解决绿色通道，项目开工时间缩短
2 个月，促进项目快落地快达产快见
效。
围绕重点项目建设，董家口经济区
还积极采取容缺受理、集中办理、并联
审批等措施，建立健全绿色通道，依法
依规为项目引进、落地、征迁、审批、建
设等全过程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加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障重点
项目建设和项目建成投产、使用的配套
需要；
支持重点项目申报国家、省、市财
政专项资金，缓解项目建设的资金压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