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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在猪市下探的
主旋律之下，生猪价格起伏不定，
4-6月猪价下跌迅猛。据我市行
业专家分析，影响7月份猪肉市场
价格的主要因素有供需不匹配、
消费提升等因素。在猪源供应端
方面，生猪产能稳步恢复，部分从
业者对今年猪市过于乐观，误判
猪价仍将处于高价位，进而盲目
投机性压栏，面临亏损局面。

7月19日，在国家发改委召
开的7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表
示，今年以来，受供应显著改善、
需求有所下降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生猪价格大幅下跌。国家发
改委于6月16日、28日两次发布
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预警信息，提
示养殖户科学安排生产经营决
策。在进入一级预警区间后，还

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立即启动
猪肉储备收储。7月7日、7月14
日，已完成两批中央储备收储，7
月21日还将组织第三批中央储备
收储。目前生猪价格过度下跌势
头得到初步遏制，预计未来一段
时间可能将呈阶段性反弹态势。

这意味着，超跌的猪肉价格将
逐步反弹到一个相对正常的区间。
记者 周晖 实习生 荣幸 文/摄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刘晓
阳） 618你“剁手”了多少个包裹？平时
你更喜欢用快递来寄东西吗？作为制造
业大市，宁波包裹的流入量居然和流出
量基本持平……

7月19日，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
悉，在刚刚过去的半年里，宁波人一共收
寄了近 6.5 亿件快递包裹，同比增长
39%；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亿元，同比
增长28%。

今年上半年，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
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
累计完成72亿元，同比增长24%；业务
总量累计完成64亿元，同比增长30%。

作为邮政行业业务的“主战场”，今
年上半年我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64894万件，这一数量相当于去年
前8个月的总量。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
完成11835万件，同比增长42%；异地业
务量累计完成 52577 万件，同比增长
39%；受疫情影响，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
累计完成482万件，同比下降25%。

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周边城市平
均1:0.7的比例，宁波快递的收件业务量
和寄件业务量基本达到了持平的状态，
这也佐证了阿拉强大的“买买买”能力。

此外，从各区县（市）上半年的快递
业务发展情况来看，受益于小家电行业
和电商行业的发达，累计业务量最多的
为慈溪市，共13473万件。不过增长最
快的却是奉化区，尽管业务量为4535万
件，但累计同比增量却达到了195%，累
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90%。

市邮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
为我市快递服务业引入社会资本创新试
点，从2018年开始奉化的快递业务增
长就开始发力。“我们通过引进2亿元
的社会资本，打造了全国最大的‘统仓
共配’快快合作模式，把原来辖区主要
的通达系快递品牌合二为一，将网点、
运输线路、车辆、人员重新科学布局调
配，不但提升了风险抵御能力、市场竞
争能力，而且每年能节约运营成本五六
百万元。”

猪肉价格跌了，肉包为何未降价？
最近，有关“猪肉价格

跌了，肉包却未跌价”的声
音不绝于耳，成为不少市
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之
一。针对近期生猪价格持
续下跌，国家发改委 6月
份连续两次发布预警并启
动临时收储工作。

那么，当下宁波市场的
猪肉价格如何变化？肉包
摊主、餐饮业主如何解释这
一现象？猪肉后市走势如
何？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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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波动较大
“这猪肉价格降了不少，肉包

子的价格怎么还没变化?”市民张
先生经常在家门口的一家包子连
锁铺买早点，标准套餐是“两肉一
菜”，看着持续了一年半的2元肉
包价，他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

在华严、东柳等菜市场，几家
猪肉摊摊主告诉记者，猪肉价格
和年初相比大幅下降，6月份达到
最低。“7月气温高，外面的猪进来

少了，价格每斤又涨了二三元。”
摊主周女士说，后腿肉目前是每
斤 13—16 元，排骨每斤 23—25
元，不过有品牌的黑猪肉价格还
是不便宜。

“从今年年初开始，猪肉价格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最低点
出现在6月下旬，进入7月以后猪
价止跌反弹，目前价格基本稳
定。”我市最大的生猪屠宰企业宁

波方兴食品公司相关负责人俞枫
用“涨涨跌跌”来形容近两年的猪
肉走势，去年猪肉价格基本上高
位运行，今年又连续下跌，跌幅较
大。大涨大跌对整个生猪行业影
响较大，部分养猪场投机性压栏、
恐慌性出栏等行为加剧了价格的
大波动。去年赚钱的养猪户今年
可能赔进去不少，这些都意味着
生猪高利润阶段已经结束。

肉包摊主有话说
刘旺是“包子叔叔”一家连锁

门店的店主。最近他不断在媒体
上看到类似报道，也听到一部分
顾客提出类似“降价”的建议。对
此，他表示有话要说。

“肉价确实跌了不假，但除了
肉之外，我们的房租费、人工费、
蔬菜、油等原材料都在涨。”刘旺
说，去年4月，肉包的价格从1.5元
涨至2元，是因为猪肉价格猛涨，
他们整个采购供应链硬顶了两个

月，后来无奈提价。“在我们行业
里，价格轻易不敢调整，去年调过
后也一直没动过。”刘旺说，在饮
食行业里，包子店比不上面包店
利润高，是起早贪黑的辛苦行当，

“从业者以外地人为主，比打工略
强”。而猪肉只是数十种原材料
中的一种，不能单凭原材料之一
的猪肉价格下降就要求猪肉制品
价格也下降。“我们的包子保证食
材新鲜，分量不变，消费者接受与

否，都是用脚投票的。”刘旺说。
一家经营宁波菜饭店的陈女

士表示，采购的食材价格一直处于
波动中，涨跌都很正常。饭店的菜
单价格一般相对固定，不会轻易变
化。菜品明码标价，消费者可根据
自己的意愿点单，商家也有在合理
范围内定价的自由，“每家门店的
成本和销售策略都不同，有的是薄
利多销，有的因为食材用得考究，
就走高价路线，消费者自由选择”。

猪肉后市怎么走？

收寄近6.5亿件！
上半年全市快递包裹
同比增长39%

肉包子是不少市民早餐的实惠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