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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猪周期”，春节后“二师兄”一路“跳水”
当前我市生猪出栏价已跌至 11.4 元/千克，较去年均价下降 34.8%

□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

近两年来，桂林市生猪价格维持高位运
行，养殖效益较好，各主要养殖场也竞相扩
能增产。然而，今年春节后全国生猪养殖行
情遭遇“猪周期”，价格一路“跳水”。记
者从市水产畜牧兽医局获悉，我市生猪行情
与全国保持一致，春节后生猪出栏价格一直
下滑，当前已跌至 11 .4 元/千克，较去年均
价下降 34 .8% ，处于亏损状态。

“猪周期”再次来袭，生猪

行情“跌跌不休”

猪肉是国人主要的肉类食品。而“价高
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时
刻牵动着广大消费者和养猪户的神经。记者
从此前的报道了解到，上一次“二师兄”因
身价问题被广泛关注是在 2015 年。据了
解，从 2013 年到 2014 年 8 月，全国生猪
行业出现深度亏损，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长
亏损猪周期”。桂林市的行情更持续低迷至
2015 年 5 月。转折点出现在 2015 年的 6
月。据悉，从 2015 年 6 月 19 日到 7 月 30
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生猪出栏价从
15 . 6 元/千克涨到了 19 . 6 元/千克，涨幅达
25 . 6% ，夏季是猪肉销售的淡季，这样大
幅度的涨价颇为少见，当时引发了多方的关
注和媒体报道。业内更是用“久旱逢甘霖”
来形容 2015 年的那番上涨。

随后，养猪行业迎来了“牛市”。记者从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了解到，2016 年我市生
猪收购价格保持在 17 元/千克以上，有近 2
个月维持在 21 元/千克的高峰水平，全年均
价提高了近 3 元/千克；仔猪价格维持在 700
元/头，比上年同期高 120 元，全年平均高
250 — 300 元/头。到 2017 年，桂林生猪收

购价格继续维持在 17 — 18 元/千克的高位。
仔猪价格为 520 — 560 元/头，虽然生猪价
格有所下跌，但全年都保持在盈利范围。

养殖效益的显著回升，带动了规模养殖
场的迅速发展：投资 1 亿元、年产 20 万头猪
苗的温氏公司罗锦种猪场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建成投产；总投资 6 . 1 亿元、年出栏 50 万
头的新希望集团生猪养殖项目于 2017 年落
户平乐；天邦股份养殖项目落户全州，养殖母
猪 1 . 2 万头、出栏生猪 20 万头以上的首期
建设在凤凰镇立岗村实施；荔浦县一个年出
栏肉猪 4 万头的生猪生态养殖项目也于去
年 6 月投产。据悉，2017 年，温氏、新希望六
和、力源、大北农、正大等企业均通过“公司+

农户”、托管、合股等方式，吸引养殖户参与，
新增出栏生猪 10 万头以上。

“由于货源充足，导致近期生猪价格波动
较大。”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有关人士告诉记
者，2017 年下半年以来，我市生猪价格仍基
本保持在 13 .8 — 14 .6 元/千克的水平，春节
前调拨价为 15 元/千克，但节后价格出现了
一路下滑的情况，当前已跌至 11 .4 元/千克，
处于亏损状态。仔猪价格也由节前的 480 —
560 元/头跌至 410 元/头。这种价格低迷的
局面如果继续维持下去，生猪养殖企业将会
全面亏损，从而影响全市生猪产业的发展。

记者查阅近日各地相关报道了解到，目
前全国生猪行情已跌至 4 年来最低，而且

仍未见底。截至发稿，记者从市养猪协会
获悉，目前桂林生猪均价已跌至 10 .6 元/
千克，情况不容乐观。

市场肉价下跌不明显

专家：亏的暂时是养猪户

生猪行情下跌，那么市民菜篮子里的
猪肉会便宜吗？ 3 月 26 日，记者走访西
门市场、南站市场及市区各大型超市了解
到，目前市民较常消费的五花肉、后腿
肉、前腿肉的价格基本在 20 — 28 元/千
克。不少市民与肉贩表示，猪肉价格较年
前确实有所回落，但并不明显。

记者又从市物价局公布的“桂林市市
区部分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价格表”
获悉，节后我市猪肉价格确实持续下滑，
但幅度不大。监测数据显示， 3 月 15 日
我市精瘦肉均价为 14 . 33 元/500 克；前
腿肉 14 .00 元/500 克；后腿肉 12 .67 元/
500 克，较年关时分别下降 2 . 3% 、
2 . 3 % 、 2 . 5 % ，比去年同期下降
10 .44% 、 4 .57% 、 7 .32% 。

“生猪的下跌短期内影响不到猪肉市
场。”市畜牧水产兽医局有关人士说，由
于价格长期保持高位运行，虽然目前收购
成本低了，但猪肉贩子并不会轻易自觉地
将肉价降下来，除非有市场干预。也就是
说，目前亏的只是养猪户。

“由于供给方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
需求，所以价格调整很难一步到位。”广
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孟德峰对此
也进行了分析。他说，猪肉的市场需求变
化是很快的，但是猪肉的供给变化则相对
较慢，这就造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
配。这种不匹配会随着生猪市场的供给方
不断调整产量获得新的平衡而消失，而最
终反映到肉价上自然也会有所延迟。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李丽菁）每年秋冬季节，
当银杏叶变成黄色时，是市民“扫黄”的最佳季节。近年
来，我市各公园引进一批黄花风铃木和金枝国槐种植，让市
民在春季也可以“扫黄”了。

3 月 26 日上午，记者在西山公园大草坪南端看到，这里
种植的 10 多株黄花风铃木盛开了，每朵花的花冠都呈漏斗
形，状似风铃，花色纯黄，没有一点杂质，三五朵花聚成一簇花
球，好似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挂上串串风铃，迎风摆动，在阳光
照耀下更显得美不胜收，让人有一种瞬间进入秋天的错觉。

市园林局相关专家介绍，黄花风铃木原产中美洲、南美
洲， 1997 年前我国自南美巴拉圭引进栽种，我市于 2016
年引进 10 多株在西山公园试种。黄花风铃木属落叶乔木，
树皮有深刻裂纹，四季变化明显：春天风铃状黄花花团锦
簇，是春天来临的指标花卉；夏天萌生的嫩芽满枝桠，接着
是翅果纷飞；秋天枝叶繁茂，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冬天枝
枯叶落，满是沧桑。

专家表示，黄花风铃木花色和树形优美，是花卉苗木观
赏树种中的上品。但由于它性喜高温，而桂林冬季寒冷，该
种植物在我市栽种不多，只适合种植在一定的小环境中，以
保证存活、开花。园林部门将陆续营造更多小环境，种出更
多类似植物，使桂林春天变得更加五彩缤纷。

在离这片黄花风铃木不远处，记者还看到一片奇特的树
木，枝条呈现金黄色。“这种‘土豪金树’叫金枝国槐，是
西山公园今年引进的植物新品种。”专家介绍，金枝国槐也
叫黄金槐，是槐属的变种植物，其幼芽及嫩叶呈淡黄色，一
般每年冬季至次年春季时枝干为金黄色。金枝国槐抗旱、耐
寒、耐涝、适应性强、栽培成活率高，是优良的绿化美化树
种。除了西山公园外，目前，我市在訾洲公园、虞山公园、
穿山公园、园林植物园和南溪山公园均有种植。

黄花风铃木盛开，金枝国槐变“土豪金”

市区公园

春季亦可“扫黄”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吴创宁)原本只是出门取钱，
怎料半路上遇到一伙骗子，几人轮番上演“购买金元宝”好
戏。家住兴安白石乡的吴老头“巧遇”“寻宝团”，以为机
缘巧合可以发横财，没想到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被骗
走 3 万多元。

去年 12 月 22 日上午，兴安县白石乡的吴老头拿着存折
去白石乡农村信用社取钱，被正在伺机寻找诈骗目标的嫌疑
人张某盯上。张某发现吴老头存折上有不少存款，就告诉同伙
董某。扮演问路人的董某主动上前和吴老头搭话，叫其给自己
带路去白石卫生院，好心的吴老头便带着董某走在去卫生院
的路上。

吴老头没想到自己正遭遇“连环套”的把戏。在路上，
吴老头和董某又遇见了号称“卫生院刘院长”的秦某，秦某
带着吴老头找到卖“金元宝”的男子石某。秦某邀请吴老头
合伙以 12 万元购买石某的“金元宝”，然后以 18 万元的
价格卖给董某，得来的差价两人平分。以为天上真的会掉馅
饼的吴老头兴冲冲地跑到银行取出自己存折上的 3 万多元
钱，交给了“合伙人”秦某。

得到钱的秦某借口叫吴老头在白石卫生院等候，自己却
和同伙驾驶面包车迅速逃离兴安。等待许久的吴老头迟迟不
见秦某的踪影，才渐渐醒悟自己上当受骗了，急忙拨打 110
报案。兴安警方迅速进行走访调查，但因嫌疑人都是惯犯，
留下的破案线索太少，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七旬老人被骗 3 万多元，那可是他的全部家当。兴安县
公安局迅速组织合成作战中心、刑侦大队等部门组成专案组
重新梳理案情，扩大追踪范围。3 月 15 日，兴安警方在桂林将
灵川籍的 4 名嫌疑人抓捕归案，并揪出一个诈骗团伙，该
团伙在桂林范围作案 10 余起，涉案金额 9 万余元。目前，
张某等 4 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到银行取钱途中遭遇“金元宝”骗局

七旬老人 3 万元

家当被骗光
诈骗团伙被兴安警方一网打尽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谢永爱 文/摄

“朝阳贪睡低树梢，村中炊烟已袅袅。
都知农家茶饭早，好去田中勤操劳。”清晨
7 点，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芙蓉苗寨村民
杨娟香吃过早饭，背上茶篓，挨家挨户叫上
姐妹们上山采茶。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杨娟香们当
然不愿意错过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再说，爬
到半山腰俯瞰整个芙蓉苗寨，桃红李白，菜
花金黄，茶陇含烟吐翠，让采茶这劳心劳力
的体力活也带上了一缕诗意。

藏在高山里的芙蓉苗寨，距离龙胜县城
有 40 公里。再过去一些，就是湖南省城步县
五团镇。10 个自然村屯只有 453 户 1954
人，其中 95% 以上都是苗族同胞。人多地少、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在改革大潮涌来的时
候，芙蓉苗寨仍旧保持着传统的耕作模式，自
然也成为了龙胜最贫困的村落之一。

而在精准扶贫的春风拂过后，芙蓉苗寨
仿佛找到了发展的路子。“高山种茶+平地
种菜+苗寨花海”立体式发展，让 144 户贫
困户减少到了 23 户。

立体式发展，问群山要效益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话用来描述芙蓉苗寨再贴切不过。
这里耕地面积 2248 亩，其中水田 1339
亩，林地面积 20265 亩。村民们世代以种
植水稻、蔬菜、茶叶，伐木，养殖为主要经
济来源。近几年，苗寨里的年轻人先后走出
了大山，在外务工贴补家用。

苗寨正在老去，村主任沈佳裕从心底生
出了一种复兴苗寨的责任感。尽管手上的牌
面并不让人乐观——— 芙蓉苗寨是全县最贫穷
的村之一，但沈佳裕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带领
村民们赚点钱。

芙蓉苗寨地处偏远，这是劣势也是优势。
在大山里意味着少污染，高海拔、多雾又非常
适合种植茶叶。于是，从 2014 年开始，沈佳
裕就带着党员和村民们搞起了高山茶种植，
并于当年成立了“苗岭春茶开发专业合作
社”。社员有 180 户，其中贫困户 60 余户。

经过 3 年多的发展，目前茶园面积达
到了 1100 亩。为了抢滩市场，沈佳裕和村
干部还四处了解行情，引入茶客喜欢的品
种，如乌牛早、安吉白茶等，同时发展龙胜
特有的大叶茶。每到采茶时节，大量的村民
和贫困户就当起了采茶工，采茶人人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沈佳裕说，从今年开始，茶园有效益

了，每亩能赚 3000 多元。特别是乌牛早这
个品种，面积占 80% 左右，能满足江浙一
带的早春茶需求。

高山上可以种茶，中低海拔的土地如何
利用起来呢？早在 2007 年，芙蓉苗寨就成
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 107 户社员抱团种
菜，但尚未形成规模效益。近几年，苗寨与
时俱进，更新了蔬菜生产基地设备。尤其是
在芙蓉苗寨被纳入龙胜“高山绿园”生产农
业（核心）示范区后，利用资金和帮扶政
策，寨里建起了一座 720 立方米的冷库和
800 平方米的包装车间，年加工销售蔬菜量
一下就上来了，保守估计达 800 万公斤以
上。此外，还建了 22 座自动微喷系统育苗
大棚、 100 亩避雨棚、 100 亩滴灌区、
200 亩喷灌区，年亩产无公害蔬菜可达 1 万
斤以上，每亩产值 1 .5 万元，纯收入 1 万元
以上。蔬菜品种丰富多样，有生菜、香葱、
紫长茄、甜玉米、辣椒、芥菜、菜苔、豆苗
等。订单大部分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一
带，年销售额近 500 万元。

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近年来，似
乎“追花”成为了市民的春季“必修课”。
芙蓉苗寨也不甘落后，村民们在屋前屋后开
垦土地，栽种了大片桃花、李花和油菜花。
一来美观，二来出产水果和油菜籽也有经济
价值，三来还可以吸引游客前来春游，顺带
搞起农家乐。 2017 年 9 月，芙蓉村四组
60 户农户（其中有贫困户 16 户）自发成立
了“龙胜青衣苗乡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成员们一年四季轮种油菜花和油

葵花，最大限度地发挥花卉的观赏价值和经
济价值。

政策送东风，八成贫困户

“脱帽”

芙蓉村村民钟泽香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是“生不逢时”。而如今，她遇到谁
都说自己“生在了好时代”。

看看纵横交错的田间生产道，三环五横
三纵长达 9621 米；再看看应用了节水技
术、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有机栽培的茶
园，或是 1000 吨紫长茄、 250 吨火红的辣
椒，就明白钟泽香的感受了。

“从前，我们种地没什么钱，也没有要
奋斗的积极性。你看看现在谁还在家打牌？
妇女们都挎上茶篓去采茶了。去年我们茶叶

每亩产鲜叶 123 . 5 千克，售价是 30 元/
千克，每亩收入 3705 元，形势好得不得
了哦。”曾经的“贫困户”钟泽香笑眯眯
地说。

在立体式发展模式下，芙蓉苗寨越来
越多的贫困户光荣“脱帽”。截至去年底，全
村 144 户贫困户 549 人中，还剩 23 户
100 人未脱贫，脱贫率在 84% 左右。

生活越来越有盼头，让芙蓉苗寨的村
民们也有了创作灵感。在优酷上，歌颂芙
蓉苗寨的原创歌曲《芙蓉小镇》，获得了
1 万次点击率。“芙蓉小镇，有我最思念
的人；芙蓉小镇，我最心爱的小镇。希望
有一天我们还能旧梦重温，邂逅在那芙蓉
小镇……”在充满乡愁的乡音里，远远地
回望芙蓉苗寨，它正安静地站立在希望的
田野上。

▲西山公园黄花风铃木盛开了。 通讯员李腾钊 摄

审判业务用房项目位于桂林市灵川县甘棠景，建设单位为灵川县人民法
院。规划总平面方案经广西双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设计完成并报我局审批通
过。为进一步增强灵川县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透明度，维护利害关系人的知
情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有关事项
向公众公示，并听取意见。审判业务用房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系人若对规
划方案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
馈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6819828 、 0773-
6812493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 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2018 年 4 月 14 日止。
现场公示地点：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审判业务用房项目现场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3 月 26 日

审判业务用房项目
规划总平面方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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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
李白油菜花
金黄。在芙
蓉苗寨，春
天就是一幅
漂亮的田园
画。

▲芙蓉苗寨的妇女们正在山上的茶园采春茶。

▲猪肉是人们钟爱的肉类食品。图为西门市场内热闹的猪肉销售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