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引发关注。
为加快生猪复产，各级政府也纷纷出
台政策鼓励生猪养殖。根据省政府2
月26日发布的《江苏省进一步促进恢
复生猪生产政策举措》（“猪九条”），江
苏对年出栏商品肉猪万头以上的规模
猪场给予重奖，出栏1万头商品肥猪，
省财政给予 100万元奖励，超过的有
一头奖一头。对设区市前三名分别给
予 800万元、600万元、400万元的奖
励。下达苏州市恢复生猪生产 2020
年度目标任务为生猪出栏96万头、存
栏56万头。

3月2日，苏州市出台奖励政策，在
省政府政策举措上进一步加码，对年出
栏商品肥猪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给
予奖励50万元，超过5000头的，据实奖
励。对年出栏500头以上、5000头以下
的规模猪场，获得省财政2%贴息贷款
的，再给予1%的贴息。对新增种猪，每
头奖励1000元，对完成任务的市（区）奖
励1000万元。

养猪补贴发到飞起，重奖之下，苏州
的生猪复产情况如何？怎样才能完成生
猪出栏96万头、存栏56万头任务？

仔猪、种猪价格暴涨

不仅是猪肉价格上涨，仔猪、种猪价
格都飞上了天。“2月22日，我到沭阳提了
23只小猪，50斤一只，每只2000元，23只
小猪4.6万元，按仔猪肉40块钱一斤买
的。”吴中区金庭镇蒋东村养猪户张军忠
养了十几年猪，从没遇到这么高的猪肉价
格，也没买过这么贵的小猪。目前养猪利
润是前两年的3倍，巨大赚钱效应吸引社
会资本加速进入这一领域。仅根据上市
公司公告，新希望2020年投资43.59亿
元，打造10个养猪基地，累计增产生猪
308万头/年；天邦投资30亿元，2020年
将在安徽滁州建造出栏500万头/年养猪
场；牧原2019年出栏量1025万头，2020
年出栏量将提升到1750万-2000万头。

“大的上市公司、养殖企业，都在买小猪
苗，价格水涨船高。”张军忠说。

庭山村正风小桥头三组的养猪大户
沈成寅向记者抱怨，他买的种猪70斤一
只，5500元，“猪婆30斤一只，2500元，
小猪猡30斤一只，1600元，生猪复产，
养猪成本越来越高。”最贵的是公猪，一
只就要9000元。

新增9家万头养猪场

2020年，我省恢复生猪生产目标任
务为存栏1044万头、生猪出栏1800万

头。苏州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处朱凌云处
长介绍，苏州市今年出栏任务96万头，存
栏任务56万头，共152万头。苏州养殖
场规模比较大，总共27家200头以上的
规模养殖场，集中在沿江三市张家港、常
熟、太仓，目前存栏3.6万头，年产能近19
万头，散养养猪户存栏不到2000头。

据朱凌云介绍，苏州的措施一是今
年增加了9家万头规模以上养殖场，出栏
可以达到40万头；二是恢复产能，根据省
里的“猪九条”，以及苏州3月2日会议出
台的奖励政策，最近苏州市有关领导分
头到吴江、吴中、昆山等十个板块督导。
目前农业部门到各地买母猪，而八九十
斤的商品猪，养四个月就可以出栏。此
外，苏州推行了一个“非洲猪瘟扑杀保
险”，如果万一传染了非洲猪瘟，猪瘟扑
杀给予每头1200元补偿，能繁母猪加
1000元，商品猪加500元，这两天常熟等
地开单了，为养殖户增强保障措施。“这
些，都大大刺激了养殖户的信心。”

散养户愿意养但风险大

苏州去年出栏20.33万头，目前存栏
3.6万头，年产能近19万头，对照年度目
标，还有不少距离。比如10个市（区）当
中，吴中区一共只有400多头，主要在甪
直、东山、西山，其中能繁母猪不到100
头。吴中区2020年任务是存栏5.9万头，

出栏10.1万头，总共16万头。该区甪直
镇4月份即将开建4万头规模养猪场。

苏州主要措施是建设大的保供基地。
生猪生产有个时间性，今年生猪根本来不
及养，各部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
径，扶贫机制、园区合作渠道，确保完成生
猪生产任务，另外的办法是，到域外苏北主
产区建域外基地，通过生态补偿方式，争取
生猪指标。生猪产能的恢复，一是存量，
将本地生猪产能恢复起来；二是增量，新
建规模养殖基地；三是建域外基地。

“一旦染上非洲猪瘟，就会带给养殖
户毁灭性的打击，养殖户很难承受。”朱
凌云提醒说，尽管散养户希望养猪，但是
风险非常大，所以，既不反对也不鼓励。
规模以下的具备养殖设施的可以养，但
是东、西山规模养殖，就会有污染，可以
养，但不鼓励，要有污染治理设施，要有
消纳农田，要有雨污分流。

太湖五公里一级保护区范围不允许
新建规模养殖场。吴江离太湖4.8公里
处，原先准备建设一个万头规模养殖场，
因不到五公里，最后放弃了。东、西山，
临湖，胥口不允许建规模养殖场。散养
的可以养20头存栏50头出栏，有不少
是政府出钱给养猪户建了环保设施。

养猪赚大钱还有两三年

沈成寅的合作社中有六七家在养猪，

总共23只母猪，3只公猪，小猪140只左
右。他认为，养猪将有三年左右高利润。

“全国猪肉缺口1145万吨，母猪缺口
2000万头，我这里，2016年、2017年每年
生产500多头，最起码每天杀一头，最多
一天杀七八头猪，供不应求，过年每天杀
三四头猪是很正常的。我现在只有二三
十头，如果要投入复养，恢复到原来状况，
至少要一年半的周期。因为小猪刚刚提
来，二三十斤的猪，培养到母猪，五个半月
可以配种，怀小猪要140天左右，小猪要
长成商品猪，需要六个月。要恢复到原来
存栏量，最起码一年半的时间。”张军忠
说，2021年随着各地生猪产能的逐渐恢
复，猪价应该有所走低，但猪价要进入明
显下跌周期估计在2022年。

张军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30斤
小猪苗1600元，要养到200斤，四个月饲
料成本1100元，500头猪，饲料成本40万
到50万元。一头猪的成本2700元。按市
场价18块钱一斤，出栏价是3600元，可以
赚900元。养得顺当一点，自己屠宰，一头
起码赚1900元，500头可以赚100万元。

“对于养猪户，养三四年都赚钱，如
果遇到政策性风险，或者非洲猪瘟，亏一
年，也许就把赚的钱都赔进去了。”所以，
尽管政策奖励、猪价高企，张军忠还是很
谨慎，至今买了23头小猪苗。

本报记者 丁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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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协调有力，
复工“复”的是产业链

“集团公司下属各企业基本于2月
10日-11日复工。目前，员工总体复工
率98%，整体产能恢复70%-80%。”3月
9日，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吴江龙向联络员组汇报说，地方
政府协助打通产业链，有力帮助了企业
如期顺利复工。

“单单一个企业没办法复工，打通产
业链，上下游都动起来才能转。”徐州市
工信局副调研员王善元说，“拿徐工集团
来看，它有2449家国内供应商，55家海
外供应商，仅徐州市就有721家。徐工
集团排出急需复工的供方企业名单，我
们精准对接，协调防疫物资、交通运输，
截至3月9日，徐工产业链上游供应商
开工率99%，下游664家经销商除重点
疫区外均已复工，复工率达97%。”

据了解，徐州市至今累计协调徐工
集团128家、卡特彼勒24家市内配套企
业及时复工，向浙江、安徽、河北等省外
30多个地级市发送协调函40余份，协
助市外300余家相关配套企业复工复
产。截至3月8日，全市已复工工业企
业5423家，复工人数约31.9万人。

连云港则因时而动，贴心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100%。

恒瑞医药副总经理王洪森表示，复

工关键是防疫物资供应，企业每天需要
口罩超8000只，口罩供应成了考验。“连
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时给予帮扶，解
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1-2月产值已有
4000多万元。”

“疫情期间购买大批防疫物资难度
较高，我们就自己生产口罩，调动区内中
投泰华、艾业无纺布等企业，协助打通无
纺布、熔喷布等产业链配套环节，引进两
条口罩生产线，日产12万只，对企业按需
分配，成本由财政承担，切实解决了防疫
物资供应难题。”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发局局长杨东文介绍，疫情严峻时，坚
持保供应，100多名驻厂指导员进驻艾业
无纺布等22家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防疫
物资；疫情缓解时，按照“先规上、后规下；
先重大、后一般”思路有序安全复工；疫情
可控即2月20日后，开发区16个包企部
门全面下沉企业、项目生产建设一线，推
动企业满负荷生产、项目高速度建设。

盐城以优化政策护航企业复工复
产。2月3日，盐城出台《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意见》，2月14
日启动2020年度工业专项资金申报工
作，2月底前第一批专项资金已拨付到
位，真金白银支持企业渡难关。

企业各显神通，
防疫得法确保安全生产

没有安全，一失万无。疫情控制有
效是复工复产的前提。日铠电脑配件有
限公司的防疫做法成为当地企业的样
本，还被总结为经验做法写进工信部复
工复产联络员组工作日报。

据盐城市亭湖区区长盛艳介绍，日
铠电脑是台湾和硕集团下属企业，早在

1月就启动了防疫应急响应并成立防控
应急小组，随后分别启动防疫一级警戒
和防疫三级警戒，并发布集团公告：禁止
年后来自重点疫区的人员以及回重点疫
区休假的员工返厂。“他们分工得当，有
疫情防控小组、有防控责任书、有防疫专
业知识宣传等，前期储备了75万只口
罩，又在上海建立一条日产2万只口罩
的生产线，防控有力，这为我们协助企业
复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日铠电脑的防疫做法是盐城市系统
防疫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为保证企业
安全复工，盐城市工信局于1月25日召
开会议，推动现有口罩生产企业提前复
工复产，保障防疫物资。次日，亭湖新
锋、盐都方天等口罩生产企业即率先复
工。截至3月9日，全市重点监测的7家
口罩生产企业合计生产口罩1168万只，
纺织服装企业转产口罩1160万只。此
外，2月3日，盐城在全省率先出台《全市
工业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明
确企业复工“十有”标准和疫情防控“五
达标”要求。至3月9日，全市工业企业
已复工16647户，复工面96.4%，全市工
业企业复工人员50.5万人。

位于连云港的中船重工第七一六所
应对疫情亦有良方，为联络员组所肯
定。据七一六所所长顾浩介绍，疫情发
生后，所内迅速建立所级、基层单位两个
层面组织管理体系，并制定关于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等 6项制度，自主开发
App，掌握每位员工健康状况，成立检
查组、督察组每日检查。“2月 10日复
工，截至3月10日，实际到岗复工人员
3153人，到岗率96.12%，科研生产逐渐
步入正轨。”顾浩说。

据了解，连云港统一建立起市、县、企
三级一体、精准调度的管控体系和员工管
控体系，加强人员闭环管理，还为企业提
供运输保障服务，对外地返连企业员工采
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交通方式，建立
人员台账，目前共排查外来员工5173人。

徐州细化提出做好企业复工和疫情
防控工作的18条措施，同时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确保企业工作机制到位、健康排
查到位、防控物资到位、宣传教育到位，
并形成工作组，下到各县（区）、企业，指
导督查落实情况。

既抓量更抓质，
有效复产稳住经济基本盘

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后，则需提高复
工质量。

复工于恒瑞医药而言，也不仅是药
品生产流水线重新转动，研发工作同样
开展有序。据王洪森介绍，企业研发团
队约5000人，每年研发新药投入约占总
产值的12%-13%，已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预计今年还将推出3-4种新药。”

“下一步将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上企业复工复产，着力通过产业链的恢
复，带动产业链上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
加大企业用工保障，会同人社部门组织
做好用工的供需对接工作，帮助企业解
决用工难题。”王善元表示，同时会加大
指导帮扶力度，抓好“苏政50条”等惠企
政策落实见效，推进企业达产达效，促进
工业经济全面复苏。

“复工复产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全省
工信系统每天一摸排一报告，更新数字。”
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常如平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疫情严重时，能下定决心严防

死守、迅速反应，抓疫情防控和防疫物资
生产是一种责任担当，在疫情得到控制
时，能够灵活转变工作思路，平衡防疫与
复工复产也是一种责任担当，“敢放手，接
受变数，这考验着一个地方的应对能力。”

工信部复工复产联络员组一行对三
地协调应对疫情防控与推进复工复产的
工作部署予以肯定。对企业目前存在的
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协调解决同样是联
络员组的工作内容之一。3月9日，徐工
集团向联络员组反映，希望工信部支持
企业创新中心建设，“建议国家层面将高
端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方向纳入第3批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布局领域。”吴
江龙说。

联络员组表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主要解决制造业基础性核心技术
问题，建议徐工集团进一步明确创新中
心定位，抓住核心关键问题，统筹研究
考虑。

“当前，疫情防控仍然是重点工作，
切不可掉以轻心。”针对苏北三市的复工
复产情况，工信部复工复产联络员组第
二组组长、装备工业二司副司长徐春荣
说，“如何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效复工
是当前所有地区面临的问题。能看出各
地政府下了不少功夫，企业自主发力，政
府协助保障，双方合力做好防控物资筹
集、人员返岗等，才能有效推进复工复
产。苏北三市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具体要求，防疫复
工两手齐抓，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他说，
下一步企业应当保持疫情防控的良好状
况，调整优化生产管理，制定安全保障措
施，将产能赶上来，降低疫情影响，稳住
全年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颜 颖文/摄

产经纵横

区 域

工信部联络员工信部联络员““点赞点赞””苏北三市复工复产工作苏北三市复工复产工作——

防疫复产两手硬防疫复产两手硬，，显露江苏真功夫显露江苏真功夫

重奖之下，看工业强市苏州如何复产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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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11日，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复工复产联

络员组第二组分别赴我省

徐州、连云港、盐城三市调

研指导当地复工复产工

作。调研结果显示，三市均

有效应对疫情，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