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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粤农信 穗农宣）

在价格稳定一段时间

后，近日广州猪肉批发价略有上涨。 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表示， 在扩大禁养区、

清拆养殖场和非洲猪瘟疫情叠加影响

下，全省生猪存栏量、出栏量将进一步

下降，预计下半年将出现生猪及其产品

供应偏紧。

猪肉零售价稳定批发价微涨

昨日上午11时许， 记者在广州市

157医院附近的白灰场肉菜市场看到，

临近中午的缘故，市场猪肉档前顾客不

多。“买了10块钱五花肉、42块钱排骨。”

市民王阿姨告诉记者，近段时间猪肉价

格还算稳定，价位基本没变。

“我们档口就卖两种猪肉， 温氏猪

和黑土猪，黑土猪贵点。”来自梅州的阿

田

（ 花名）

和老公在白灰场肉菜市场卖

猪肉10多年了。 阿田告诉记者，当天五

花肉零售价是温氏猪一斤13块、黑土猪

一斤15块；瘦肉温氏猪一斤17块、黑土

猪20块；排骨温氏猪一斤25块、黑土猪

一斤30。

阿田说，近来猪肉批发价每斤涨幅

2至3角，尚能承受。

据农业农村部在广东设置的16个

畜产品和饲料农贸市场价格监测点数

据显示：去年8月以来，广东省生猪出栏

平均价格变为12~17元/公斤，猪肉价格

基本保持在22~25元/公斤。

生猪存栏和出栏量下降

早在今年4月17日， 农业农村部市

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专家初步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

同比涨幅可能超过70%。 那么，广东的

情况将会怎样呢？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

示，据农业农村部在广东设置的20个生

猪固定监测县和16个畜产品和饲料农

贸市场价格监测点数据显示，2019年3

月，生猪存栏量环比

（ 比上月，下同）

下

降5.12%，同比

（ 比去年同期，下同）

下降

30.09%； 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

8.63%，同比下降37.97%；生猪出栏量环

比下降3.19%，同比下降15.05%；广东省

生猪出栏平均价格为14.06元/公斤，环

比上涨14.59%，同比上涨17.17%。

据介绍， 今年1-3月广东省生猪、

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约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2倍，反映出广东省生猪、能繁母

猪存栏早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前

（ 广

东省首起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在

2018

年

12

月）

就已经出现大幅下降，主要是受

各地扩大禁养区、 清拆养殖场的影响。

预计下半年，广东将出现生猪及其产品

供应偏紧，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为生猪主

销区，生猪产品自给率低，下一阶段供

给压力很大，生猪及其产品价格将出现

大幅上涨。

113

个定点基地优先供应广州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坦承，目前广东

生猪供应存在缺口。 据介绍，广东省生

猪年消费量约5500万头。未来全省生猪

出栏将保持在3300万头以上，自给率保

持在60%左右， 缺口部分主要从广西、

湖南、海南、福建及江西等临近省份调

进生猪及其产品补充供应。目前全省各

大中城市冻肉储备均为满库。

据介绍，2016年， 广州市农业农村

局

（原广州市农业局

）等4部门印发《广

州市定点供穗生猪养殖基地建设管理

办法》， 通过认定定点供穗生猪养殖基

地，鼓励大型生猪养殖基地优先供应广

州， 目前已评审、 认定定点基地共113

个。“总而言之，通过生猪产业布局优化

调整、 供穗生猪养殖基地供给保障，以

及冷鲜猪肉、肉类制品、牛羊肉和鸡鸭

鹅等其他畜禽产品的补充供给，多渠道

满足市场消费，我市并未发生肉品短缺

的问题。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领导

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肖玲 徐春林 ）

近日， 深圳民乐充电

站新增 172 个快充桩正式投入运营。

至此， 这个由南方电网公司等三家单

位运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已拥有快充

桩 637 个， 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快充

站。

民乐充电站位于深圳市龙华区，

每天能为近 5000 辆电动车提供充电

服务。 南方电网公司作为三大运营商

之一，负责 327 个快充桩的运营，其中

新建的 70 台 60 千瓦直流充电桩采用

了新型的恒功率充电模块， 可满足市

面上所有车辆的充电电流电压需求。

“这 70 台新型直流充电桩的充电速度

比一般的快充桩快 20%到 30%左右。 ”

南方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监陈浩舟介绍。

据介绍， 目前南方电网公司已累

计投资 31 亿元建设充电桩约 23000

个，覆盖南方五省区主要城市，南网电

动汽车公司服务平台有效注册用户数

已达 29.6 万人， 接入充电桩 9.48 万

台，今年计划新建充电桩 8000 台。

日前，第四届爱茉莉太平洋女性健

康公益跑

（ 即“ 茉莉跑 ”）

在上海东方体

育中心开跑。在公益大使刘宪华（Henry

Lau）的带领下，近 5000 名跑友共同享

受了一场爱与欢乐的公益盛会，进一步

提升了公众对女性“两癌”

（ 即乳腺癌和

宫颈癌）

的防治意识。

“以健康的方式倡导健康” 是茉莉

跑举办的初衷。4 年前，爱茉莉太平洋在

女性“两癌”防治公益项目中，发现“谈

癌色变”仍是女性“两癌”防治的主要瓶

颈时，便决定以“快乐奔跑”的方式让更

多女性获得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

“茉莉跑” 半数以上的跑友都是往届活

动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的跑友们通过

这样的活动认识到：“两癌”可以通过早

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积极有效地干预。

用跑步运动唤醒女性健康意识

公益是茉莉跑的灵魂，也使茉莉跑

区别于大多数单纯的跑步赛事。 跑步这

项运动赋予了女性健康公益特别的仪

式感和正能量。 而茉莉跑的所有报名费

用都会捐入“爱茉莉太平洋女性专项基

金”。 这一专项基金下设于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每年用

于帮助贫困地区女性进行免费“两癌”

筛查、普及相关防治知识，同时在城市

地区为“两癌”术后康复患友提供护肤

及彩妆课程

（ 即“ 焕彩课堂”活动）

，帮助

她们重建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每年的茉莉跑还是一场普及女性

“两癌” 防治知识的课堂和女性健康公

益的爱心接力。 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公

益互动区”通过体验和分享把每位跑者

变成女性健康的公益使者。 在精彩纷呈

的赛后派对上，每年的公益微电影也总

是不负众望地呈上爱茉莉太平洋在贫

困地区开展“两癌”筛查的年度成果。

这场有温度的公益活动也得到一

些特别支持。 继“史上最不正经”的上海

彩虹室内合唱团两度登台后， 今年，音

乐才子刘宪华（Henry Lau）欣然加盟，空

降茉莉跑现场。 身为公益大使，刘宪华

不仅在起跑仪式上为跑友们加油鼓劲，

在赛后派对上也献上了 Live 表演。

防治“两癌”公益脚步不停歇

为了避免公益活动“一本正经”的

刻板印象，已经“四岁”的茉莉跑仍在不

断推陈出新。 继去年开辟的沿江风景跑

道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后，今年的公益

互动区被打造成“茉莉小镇”主题公益

乐园。“关爱女性健康、普及两癌防治知

识”被植入在 10 余个小镇活动区内：跑

友们可以在“有声邮筒”给心爱的人录

下一段关爱健康的有声祝福明信片；也

有一家三口在“健康小课堂”共同完成

简单的健康小测试……此外，“茉莉小

镇” 还设有拍照区让时髦人士随心摆

pose，而“趣味游乐场”和“能量健身房”

等亲子娱乐区，则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家长与孩子一起互动，享受一段温馨

的亲子时光。

在活动的细节安排上，也充分体现

了茉莉跑的公益属性。 比如“赛事包”中

的一件运动 T 恤，主办方会要求在做到

速干、排汗的专业性同时，坚持采用环

保染料和工艺；此外，每年“茉莉跑”剩

余的 T 恤会随“两癌”筛查项目捐给贫

困地区，让每一件衣服都物尽其用。

今年的茉莉跑虽然落下了帷幕，但

爱茉莉太平洋对女性“两癌”防治的公

益行动还在继续。 继茉莉跑之后，爱茉

莉太平洋“妆典生命”公益项目将继续

开展贫困地区女性“两癌”筛查、焕彩课

堂等公益活动，为女性健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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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下半年生猪供应偏紧，预计生猪及其产品价格将上涨

113个定点基地生猪优先供应广州

全球最大电动车

快充站在深圳投运

“茉莉跑”提升女性“两癌”防治意识

2019爱茉莉太平洋女性健康公益跑暖心收官

日前，第四

届爱茉莉太平

洋女性健康公

益跑在上海东

方体育中心开

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