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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佼

一辆京字头“66”联号的老旧奥迪车，熟练地
在乌蒙山区陡峭山岭的午后雾中穿行。

周少贵正赶往他的养猪场。记者坐在副驾上，
摇起车窗时玻璃吱嘎作响。

49岁的周少贵，在北京建筑行业打拼十年。去
年夏天，他谋求转型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四川省宜
宾市长宁县，以生猪养殖重启农业生涯。

奥迪车上山的同时，生猪价格也“走出”相
似曲线，加速冲上顶峰。点开任何一份生猪价格
图谱，都会看到自 2 0 1 9年 6月后陡然攀升的
坡度。

尽管国家多种措施齐下，目前猪肉价格有所
回落，但局地仍出现稍许上扬。

“站在风口，猪都会上天。”记者想起了这句话。
生猪出栏量多次全国第一的四川及其周边，猪在
哪里？

进入猪场层层消毒

奥迪车在盘山小路上回旋，海拔上升了 800
多米。

周少贵一边开车，一边讲述养猪经历。
刚回老家时，周少贵并没想好干啥。闻讯而来

的年轻人挤满了屋子，指望他拿个主意。他干脆叫
大家凑钱开了 4 辆车出川，走江苏上山东，一路考
察学习。

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交了不少学费，找到了
一个方向——立体循环饲养。简单说来，就是养
牛，牛粪养蚯蚓，蚯蚓再卖给药厂。

这时有个小伙子说，“咱们别养牛了，我养了
三年猪，养猪技术还是过硬的”。

周少贵一拍大腿：“懂技术是吧，听你的，咱们
改养猪。”

说干就干，可上哪里找养殖场地呢？经四处打
听，长宁县双河镇铜锣村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里
山高林密，安静又清新。

车最终停在了山顶一处凹进的缓坡，雾里隐
约传来猪儿的叫声。一道大铁门上插着鲜红的国
旗，牌子上写着“栏杆石养殖合作社”。

周少贵说，自己是退役军人、共产党员，合伙
人也是党员，要有个样子。

从初步意向到签定合同，周少贵只花了9天时
间。两万块钱一年，一口气签了十年。

进入猪场，先是一个两平米的小房间。穿上白
色防护服，踩到消毒池中，两个10公分的管子从水
泥墙壁伸出来，开始自动喷出乳白色的雾气。浓雾
很快弥漫了整个房间，记者眼前开始模糊。

“这是消毒药水，要喷两次。”周少贵的声音听
起来闷闷的。

再往前走100多米，又进了一间消毒室。这次
的药水比第一次要呛些。

周少贵说，药水用段时间就要更换，怕病毒产
生耐药性。

再前行十来米，就是被塑料布包裹得严严实
实的猪舍了。

猪舍墙上是硕大的棕黄色水帘保温层，让圈
舍冬暖夏凉。中间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右边是8个
大圈栏，每个圈栏里40多只白白胖胖的小猪正跑
来跑去，头上还有红色的暖灯取暖。

看到人进来，小猪以为是来喂食，哼哼唧唧地
摇着尾巴围在栏前。拱来拱去，肉嘟嘟的，煞是
可爱。

“这是去年九月买的一千头小猪，正是长的时
候，今年三四月就可以出栏。”周少贵看着这群小
猪面露微笑，“我们和正邦公司合作，他出猪苗、负
责收购，我们出场地和管理，销售分成，风险分
担。”

这时，两位女工拿着大扫把进来清扫。其中一
位名叫张奉昌，合伙人之一。

张奉昌进到圈内，看见其中一只猪有点萎靡，
一个箭步上去，逮着两只后腿把它提了起来。

“嗯，呼吸不太对，有点喘。”周少贵将这头猪
接过来，放到一个单独的圈舍里，那里已经隔离了
七八头小猪。小猪身上画着红色和绿色的线条，分
别代表不同的病情。

翻开猪场记录本，2019年11月28日以来，有28
头小猪因为各种原因死亡。

“只要不是突然大面积死亡，都是养殖过程
中的正常情况。”周少贵解释道，肺炎是主要
死因。

因为小猪定期洗澡，圈舍里没有过去农家猪
圈的臭味。粪水通过一个管子排到了发酵池，产生
的沼气被导引到一个硕大的气包里。猪粪发酵后
的残渣，计划用于养蚯蚓。

“等张奉昌技术熟练了，这里就交给她。我要
回老家扩大规模，计划再养三四千头猪儿。”周少
贵信心满满。

“你之前也没喂过，投资这么大，不怕吗？”
“市场行情好，国家也鼓励饲养，我有信心。”

上高处是行业新趋势

周少贵离开北京时，重庆人高其军也正在乌
蒙山区的山路上艰难跋涉。作为铁骑力士集团重
庆公司总经理，高其军一路考察，最终选择在云南
省威信县布局。

沿着弯弯曲曲的上山路，车辆不时蹦跳，险
些磕着底盘。威信在云南东北角，是红军长征扎
西会议的举行地，这里“万山插天”，发展欠账
多，道路等基础设施并不完备，但高其军仍被
打动。

从选址、平整场地到建成养猪场，专业公司也
需要5个月才能干完的活，高其军硬是在2个月内
完成了。

记者曾半夜探访工地，一片灯火通明，透露出
出高其军和“猪周期”赛跑的决心。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是一家集饲料生产、繁育
养殖和精深加工为一体的现代食品集团，在全国
建有130家分（子）公司，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

他们提出“1211”代养概念：一对夫妻，两个
人，每年代养出一千头生猪，纯利润十万元。

其操作模式和正邦公司类似，公司出猪苗和
技术培训，农户和合作社出场地和管理，风险分
担，销售后利润分成。

在威信县，铁骑力士还承诺，如果行情看好，
就给农户和合作社上浮利润比例，最终要在乌蒙
山区的威信区域，形成年出栏生猪20万头规模，并
引入屠宰、加工、冷链等全产业链。

“从配种到肉品冷链，猪的一生都在山上”，高
其军说，“退平原、进山区、上高处！这是养猪行业
的新趋势”。

养猪上山，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农历猪年，生猪养殖行业却遭到重创。农业农

村部发布的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信息显示，2019
年10月份生猪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1.4%，能
繁母猪存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8%。

原因是多样的，最主要的是非洲猪瘟。
在四川东部某县，村民上街买了猪肉回家吃，

家中的猪没多久全部死亡。同村村民见状吓坏了，
把没有感染的架子猪和小猪统统杀掉，“杀得早好
歹还能得点肉吃，要是感染被扑杀，就啥都得不
到”。

痛苦的选择源自疫情的可怕。2019年12月
24日，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报告，经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确
诊，在叙永县截获3车外省违规调运生猪，排查
出非洲猪瘟疫情。

查获时，上述3车共载有生猪435头，死亡15
头。当地按照要求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所有生猪
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在一片恐慌中，铁骑力士总结出了应对经验。
四川省三台县是铁骑力士的养殖基地之一。

当基地附近出现死猪苗头的时候，铁骑力士当机
立断，连下三板斧：

第一是超严格执行消毒；第二是把 3 公里
范围内所有生猪全部收购清空，“买”出一条防
护隔离带；第三所有猪的交易只出不进，控制流
动性。

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内的猪几乎都没有了，
铁骑力士基地就像孤岛上的幸存者，靠精细管
理坚强地活着。

“这给我们很大信心，说明只要措施到位，
非洲猪瘟没有那么可怕。”高其军说，沿着这个
思路，加上平原地区环境承载力趋于饱和，进山
区、上高处是理想的选择。

等猪出栏再下山

“脱贫攻坚打响后，山上农户搬到山下了，
没人来就没有病毒来。猪苗进场，养殖人员也进
场。等到猪儿出栏，我们再出去！”

周少贵说着，从猪舍里出来脱下防护服，转
身进了厨房。

厨房不大，但储备的物资不少。菜油整桶，
辣椒和大蒜一整袋，50斤的大米一袋。冰柜里还
冻着一扇猪肉。

一排白色的工地板房就是员工寝室。周少
贵独居一间，上下铺铁床上的大花牡丹被子，看
上去很厚实。

他嗓门不大，却斩钉截铁：“猪在，人就
在。”

200公里外的云南威信县，高其军也制
定了铁纪：“饲养员和猪同在养殖场内，原来
每个星期可以放假，现在每半年放一次假。”

“生猪补栏上升很快，很多猪场一补就是几
千头。”高其军说，“目前总数还达不到之前正常
水平，我判断未来两年左右，能逐步回调到正
常。”

对走产业化规模化养殖的公司来讲，非洲猪
瘟等于提前对养猪行业进行了一次洗牌，把不注
重卫生消毒、抗风险能力弱的养殖户“洗”了
出去。

关于未来，高其军看得清楚，“这次调整对
产业发展是有益的。因为未来就是专业的人去
养猪，专业人去销售。”

在农村，圈舍结构也有了质的变化。过去农
村在家养猪，“藏”猪于农。现在农村集中居住的
农民新居，基本上没有了猪圈。

“现在的养殖行业相比过去，防疫管理水平
大大升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大大升级，产业
化速度也在大大升级。下游端的供应链也在发
生变化。”高其军说。

周少贵们的养殖梦，开始了新的一页。

“等到猪儿出栏，我们再下山！”
探营乌蒙山区生猪养殖大户

本报记者谢佼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等机构监测，2020 年
第 1 周，16 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
平均值为每公斤 45 . 48 元，环比涨 3 . 4% ，同比涨
159 . 7% 。大体重生猪存栏量明显降低，养殖户惜
售情绪渐浓，加之规模养殖场看涨后市，生猪出栏
量减少，致使市场供应紧张，支撑生猪和猪肉价格
上涨。

出栏节奏减慢、供应缩量，生猪和猪肉价格连
续上涨。可以看出，生猪养殖已经成为供不应求的
卖方市场，规模养殖户在市场中表现出越来越自
主的议价权。

然而，人民群众急盼猪肉价格回到正常，
养殖户自身也需要有合理、稳定的利润空间，
暴涨暴跌都不利于餐桌稳定。过去一轮轮“猪
周期”，对养殖户造成伤害的例子很多，其根源
也在于缺乏对生猪存栏总量、出栏节奏的宏观

调控。
宏观调控过去难在养殖结构上。小型和个

人饲养比重大 ，难以统计 ，更谈不上调度 。但
2019 年以来，养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型
和个人饲养快速减少，具备资本实力、产业链
条、销售渠道的规模养殖户，已经成为主体。

此外，生猪跨区域贩运被严密监控，养殖
屠宰冷链一体化日益形成。这些变化，都为生
猪宏观调控提供了基础。

生猪养殖走向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需要
稳定的政策激励，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
药”。对于惜售的宏观调控也要从激励上着
手。在看涨后市情况下出栏，可建立预期利益
补偿机制，通过政策性调控进行利益补偿。同
时也可探索后市风险分担保护办法，保护养
殖户利益稳定。

只有形成对后市价格稳定的预期，才能改
变惜售、压栏等养殖户的应变选择。

养殖户惜售情绪渐浓，可考虑预期利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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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2019年12月10日，栏杆石养殖场圈舍里，周少贵正在巡看小猪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谢佼摄

受非洲猪瘟疫情等
多重因素影响，2019 年
全国生猪产能下降较
多，猪肉市场供给持续
偏紧，2019 年 10 月猪
肉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01 . 3% ，影响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CPI）上涨约
2 . 43 个百分点。

在各项扶持政策的
推动和市场拉动下，目
前，养猪户补栏增养的
积极性在提升，生猪生
产呈现明显恢复势头。
2019 年 12 月份，生猪
出栏比 11 月份增长了
14 . 1% ；集贸市场猪肉
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了
11 . 7% ，供应增速高于
消费需求增速，猪肉供
需矛盾有所缓解。

防控疫情和稳

生产两手抓

2018 年 8 月非洲
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农
业农村部坚持疫情防控
和稳定生猪生产两手
抓。督促落实非洲猪瘟
强制扑杀补助政策，优
化调整生猪调运措施，
畅通种猪、仔猪调运渠
道，加强生猪生产定点
跟踪监测和趋势研判。
引导鼓励补栏增养，稳
定行业预期。

2019 年 6 月下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的意见》，部署加强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全面
提 升 动 物 疫 病 防 控
能力。

2019年7月23日，
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
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会议要求，毫
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加强运输过程监管，强化餐厨废
弃物监管和外疫防堵，加快推进分区防控；
进一步巩固屠宰环节“两项制度”落实成效，
及时组织开展“回头看”；严厉打击非法调
运、私屠滥宰、屠宰贩卖病死猪以及“炒猪”

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加强
基层队伍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健全基层动
物防疫体系。

取消生猪生产用地上限

针对生猪生产恢复存在养猪场户信心不
足“不敢养”，一些地方发展养猪积极性不高、
发展规模养殖“没地养”，前期养殖亏损造成
“没钱养”等问题，2019年8月21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提出，综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取
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发展
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加强动物防疫体系
建设，保障猪肉供应等五方面举措。

会议明确，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
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
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
持异地重建。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
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 15 亩上限。

生猪养殖可使用一般耕地

2019 年 8 月 31 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
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
出台 17 条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养殖用地方面，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
地管理 ，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在
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合理安排生
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
一般耕地 ，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
平衡。

禁养区划定方面，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
政策支持，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
养殖场户，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
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对确
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严禁采
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运输方面，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
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真金白银”扶持生猪生产

2019 年 9 月，中央财政进一步采取措
施，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一是切实
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二是完
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政策。三是
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力度。四是提高生猪
保险保额。五是支持实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
策。六是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大农机
购置补贴力度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就
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支持生猪
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病防
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作出部署。

2019年11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台《关
于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意
见》明确，未来3年计划安排500亿元信贷规模
和资金，集中用于支持生猪全产业链发展及
储备调控体系建设。银保监会召开银行业保
险业支持生猪稳产保供座谈会，要求加大生
猪养殖、生产、储运、销售等全产业链的信贷
投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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