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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Z_123`a.
bcdDefghi`aT
!"#$%&&''()*+

+',*-(.)&(+

/0123456

@A@B

ACDE!"#$
!"#$%!"##$$$%&'()

!"#$
!%&'(

'()*+,-./01 !""2 !#$3456789:;

789:;<

!FGHIJHKLMN!"#$%#&!

!OP@A@BQRSTTTSUVV
!WXY:@A@Z[ST\]U\̂V
!_`Y:@A@abSTUVTTT]

!cd('e(&&)**("!)!fgh

!!"!"#$%&'()*()+))&,
i56jk \̂SSllmU]US

no12!"#!$#*"
'()*+,-+./+01
231456789:;<

!pqr=>?@ABCDE"+
FGHI"J"KLMNOPQ
*RFSSTUAUS+AVFWSFXVVAAY

!Y:stZ[\]^+_`
aba+cdefAVVWUBVgTgB

!8Auvwx56Ŝ V̂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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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近的猪肉价格，宁波市肉禽蛋批发市场
负责采购的刘经理分析，最近三年，肉价一直在下
跌。每年从批发行情来看，春节前肉价处于一年中
的高位，节后开始慢慢下跌，一般整个夏季都在低位
徘徊。到夏末秋初的八九月份，肉价就会开始攀
升。入冬后，市民开始大量腌制腊肉、香肠等，销量
和价格会同步上升。

今年的价格同比去年明显下降，最近白条肉的
批发价为每公斤13元，同比去年下降7%，去年为14
元，不过最近市场内猪肉的交易量相比去年同期增
加了10%，估计和肉价下跌有关。眼下的肉价和今
年2月中旬，价格下降幅度超过了30%。

刘经理说，进入5月份后，白条肉的批发量有所
增加，每天交易量从上月的800头增加到了1000
头，估计和进入夏季休渔期有关联，随着市场上海产
品供应量的减少，此消彼长，猪肉消费自然增加。只
是价格未见攀升的迹象。

对于近期的猪价行情，刘经理的看法是，从国内
市场来看，最近的肉价基本处于最近四五年的低位，
主要原因还是供大于求。他在各地采购了解到的情
况基本如此。目前，供应宁波市场的猪肉主要依靠
外调，70%来自山东、江苏等地，本地养殖基地只能
供应30%。因此，宁波市场的猪肉行情和国内基本
保持同步。

根据往年的规律和最近的行情，刘经理的看法
是，由于毛猪存栏充足，而且离秋冬季猪肉消费旺季
仍很遥远，正常情况下，入冬后，市场内每天白条肉
的批发交易量可达两三千头，而目前的消费量只有
旺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估计接下来一段时
间，肉价仍将基本维持在目前的低位状态。

记者 谢昭艳

市场上每500克售价跌入个位数

猪肉价格跌跌不休为哪般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4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22个省市平
均的生猪价格和猪粮价比都跌至2015年
以来的新低，猪肉价格整体环比跌6.6%，
同比则下跌16.1%，已连续15个月同比负
增长。

猪肉价格为何跌跌不休？上周末，记
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猪肉价格的下跌，直接体现在菜
市场和超市的肉摊上。

上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猪肉的零售价每500克已经跌破10
元。在三江超市靠近中山东路的一
家门店，前腿肉每千克为18.40元；而
在菜市场内，普通猪腿肉价格每千克
基本不高于20元。当然像黑猪肉、
海岛猪肉等特色品种的猪肉价格还
是比较高。

“同样是猪腿肉，现在每500克
10元，而春节前要15元。”在张斌桥
菜市场方兴猪肉供应点，摊主大姐说
到最近的猪肉价格，感觉真的看不
懂，其中猪腿肉价格最为实惠，下跌
也最多。这位大姐坦率地说：“像现
在的行情，毛猪价格低，养殖户挣不
到钱。经营户因为进价低，倒是有钱
挣了。像前几年猪价高时，进价就很
贵，而零售价又不能涨得太多，否则
买肉吃的顾客就会减少，这种情况下
经营户生意就非常难做。”

这位大姐长期做猪肉生意，看
惯了肉价的起起伏伏，她说，去年5
月中旬，猪肉的零售价就开始慢慢
攀升，进价一天一个价，有时每千
克一天就要上涨一元多，而零售价
只能跟着行情慢慢提升，如果提价
过快，顾客会接受不了。而最近的
价格，比去年同期还要低，也没看
到有上涨的苗头。

菜市场里，各个摊位猪肉的价格
有高有低，不过总体来看，下降的幅
度较大，尤其是白猪肉的零售价比黑
猪肉下降更为明显。对此，一号店营
业员的看法是，黑猪养殖时间较长，
生长较慢，市场上供应量较少，零售
价较高，下跌幅度较小。

普通猪肉零售价
每500克跌破10元

猪肉低迷现象已有三年
供大于求或是主因

三江超市的生鲜柜，前腿肉每500克跌破
10元，只有9.2元。 谢昭艳 摄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张落雁 沈
琪芳）前天下午，长三角地区智能制造协同
创新论坛在我市江北区举行 。

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宁波作
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目前正在推进“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
我市将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器件/先进半
导体芯片及应用软件、先进材料、高性能电
机与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与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与高性能医疗器械、新能源与节能环
保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等10大领域，力争用5
年时间，攻克200个左右重大关键核心技
术，推出100个左右战略性创新产品，形成
若干个特色技术链条，催生带动一批千亿
级、百亿级产业，全面提升优化企业、人才、
平台等创新资源。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北航宁波创新研究
院预计于5月下旬揭牌，将聚焦航空航天领
域。今年3月，中科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副校长房建成带队考察宁波时提议，共同
在江北建设北航宁波产业孵化基地。今后
江北区将和北航在智能云制造、光纤传感、
新材料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朱燕君）
昨天，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工
业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制造研讨会
在南苑饭店举行。据了解，包括“1个平台+
3大产业化公司+1个园区”在内的宁波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系列项目落户海曙，未来将为
宁波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提
供新动能。

在昨天的揭牌仪式上，中国工业自动化
领域顶尖科学家褚健教授介绍，工业互联网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技术，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宁波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尚处于新生和起步阶段，以
褚健教授为核心的技术团队，聚集了一批国
内自动化领域顶尖高层次人才，将会把这些
年工业软硬件开发体系经验和经营管理经
验带到宁波，通过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系
列项目，架构起“1个平台+3大产业化公司+
1个园区”，孵化引领时代的高科技公司，实
现技术、市场、经营三域交融，促进工业互联
网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推动城市和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昨揭牌
系列项目落户海曙

■晚经观察

长三角智能制造
协同创新论坛在我市举行
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
将于5月下旬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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