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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金丝皇菊越种越有劲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蒋彪 陶冶

寒冬岁末，正值农闲，重庆市城口县的一
家食品开发公司却一片繁忙：炕房上方整齐
悬挂着熏制数月的腊肉，色泽红亮、醇香扑
鼻；工人把腊肉一排排取下，再清洗、晾干、包
装、运输，城口人的年味就这样飘出了山乡。

“临近春节，家家户户都开始置办年货，
腊肉销量迎来井喷式增长，需求比平时增加
了六成，我们提前准备了300吨腊肉，还是
供不应求。”炕房内，公司负责人一边清点腊
肉，一边聊着“幸福的烦恼”。

地处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是重庆最后
“摘帽”的脱贫县之一，也是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口老腊肉，以
高山生态猪肉为原材料，凭借独特的香料腌
制和青冈木炕制技艺，成为当地产业名片。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在河边开酒
坊，用酒糟喂猪，腌出的腊肉一炖就满屋飘
香。但那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城口老腊
肉鲜有人知。”负责人说道。

后来，城口老腊肉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被评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这
一老“腊味”还通过产品分级、智能生产、电

商销售等方式实现转型升级，给消费者带来
了新“年味”。

2022年，城口县制定黑标、金标、绿标3
个分级分类产品标准标识。最好的黑标腊
肉选用的是海拔1200米条件下、散养10个
月以上的本地猪，经90天以上慢火烘炕，风
味口感俱佳。

在加工公司的智能车间，工人用升降机
将12米高处的腊肉放下来查看熏制情况，同
时操作恒温恒湿系统，将炕房环境调整到最
佳状态；另一边，老腊肉在工人手起刀落间变
成均匀方块，随后列队走上自动包装流水线，

不到5分钟，数十袋老腊肉便已完成装袋。
“智能设备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30%，

成本下降 5%，更保证了腊肉品质的稳定
性。”该公司负责人介绍，2022年公司产值超
过5000万元，售出700多吨腊肉。春节前的
销售旺季来临，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进行包装。

一头连着大市场，一头连着小农户，老
腊肉成为城口县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年销
量达8000吨，年产值达8亿元。在生猪饲养
大镇厚坪乡，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乡
里有七八成村民从事腊肉产业，2022年脱贫
人口人均纯收入超1.7万元。

□黄俊毅

新春佳节日渐临近，蔬菜、猪肉、鸡蛋、
水果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如何，价格怎样？对
此，相关专家一一解答。

蔬菜保供基础较好

“当前全国蔬菜价格稳中有降，春节期
间蔬菜供应充足。”近日，农业农村部蔬菜市
场分析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说。

2022年 12月，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
性上行。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
平均批发价每千克4.69元，环比上涨9.1%。
一方面，冬季蔬菜供应以北方设施蔬菜和南
菜北运蔬菜为主，生产成本或运输成本有所
增加。另一方面，涨价是对秋季菜价偏低的
补偿性上涨。秋季蔬菜供应整体比较充足，
价格下跌幅度较大，同时，由于部分地区交
通不畅外运受阻，产区蔬菜商品化率降
低。后期，因产地转换衔接不畅，经销商扎
堆抢货，一些品种供应偏紧，价格反弹。此
外，2022年12月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遭遇
多轮强寒潮天气，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菜
价上行。

2023年春节期间，全国蔬菜稳产保供基

础较好，市场运行基本面以稳为主。从生产
看，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同比增加2%左
右。全国气候条件总体适宜，没有发生大范
围极端灾害天气，尤其是元旦以来，全国大
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主要蔬菜长
势较好，稳产保供基础较好。

肉蛋价格以稳为主

“近期，全国生猪出栏量明显增加，春节
猪肉供应充裕。”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表示。

截至2023年 1月第一周，全国生猪价
格连续10周累计回落37.5%。年末生猪出
栏量增加，叠加近期部分省市冻猪肉储备
投放，市场供需形势出现转折性变化。据
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 年 11 月，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环比增长0.2%，达4388万头，已
连续7个月回升。生猪季节性出栏高峰叠
加前期压栏大猪出栏，2022年前 11个月全
国规模以上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屠宰量
25448万头，同比增长7.9%。朱增勇预计，
尽管消费将迎来高峰，猪肉价格短期内仍
将维持低位震荡。

“今年春节鸡蛋供应充足有保障。”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

员朱宁说。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自2022年

12月以来，鸡蛋价格总体呈现震荡下行走
势，鸡蛋批发价从12月1日的12.19元/千克，
下跌至今年1月5日的10.65元/千克，跌幅达
到12.63%。蛋价走低主要原因在于鸡蛋供
应充足，但终端消费比较低迷，市场购销不
佳，市场供需略显宽松。

朱宁预计，春节前蛋价将以稳为主，主
要原因在于春节提振鸡蛋消费有限，且鸡蛋
市场供应有保障。目前来看，全国在产蛋鸡
存栏10.8亿只左右，鸡蛋产能处于历史同期
较高水平。春节期间，消费者以食用肉类食
品为主，鸡蛋食用量相对不高。春节后，鸡
蛋市场处于消耗库存阶段，终端市场走货偏
弱，鸡蛋消费进入淡季，蛋价将与往年一样，
出现季节性下跌。

水果供给总体充足

“今年春节水果市场预计供需两旺。”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
晔说。

临近春节，水果市场供需两旺，价格处
于上涨通道。2023年第1周，农业农村部重
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千克7.25

元，比2022年最后1周的价格上涨0.83%，其
中西瓜和鸭梨涨幅较大，富士苹果和菠萝稳
中有涨。

2022年主产区富士苹果个头大、品质
优，由于小幅减产，2022年底冷库库存量约
860万吨，低于上年同期15个百分点，价格
也高于上年。受疫情影响，前期销售进度较
慢，临近春节，苹果进入消费旺季，中高端苹
果出库和销售进度明显加快。元旦过后，砂
糖橘、脐橙、沃柑、粑粑柑等大量上市，受夏
季高温干旱影响，砂糖橘、沃柑等品种小幅
减产，加上近期消费需求旺盛，柑橘价格较
快上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侯煜
庐告诉笔者，2022年全国水果总产量预计
超过3亿吨，2023年第一季度水果供给有
充足保障。随着防疫政策不断优化，春节
期间，消费者购买国产水果和进口水果都
很便利。为了保供应、促消费，各地加快复
工复产，全力解决水果加工、包装、物流寄
递等环节对人工、材料等的需要，产区政府
部门和果商也加大宣传推介，积极拓展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

赵俊晔预计，短期内水果价格仍有上涨
空间，不过由于总体供给充足，价格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不大。

□李波

近日，2022重庆市乡村振兴风采主题
宣传展示活动颁奖盛典暨 2023 重庆首届
乡村振兴网络春晚活动在渝北区举行。
活动对“2022重庆市乡村振兴风采主题宣
传展示活动”中的获奖乡镇、单位及个人
进行表彰。

仪式结束后，2023重庆首届乡村振兴网
络春晚拉开帷幕，以歌舞、川剧、魔术、非遗
剪纸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展示重庆乡村蝶
变。

重庆市首届乡村振兴网络春晚现场设
有乡村振兴产业与成果展示摊位，除陈列
展示了重庆各乡镇的农特产品之外，重庆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堰兴剪纸”新一代传承人徐雪玲
还带来了她的剪纸作品。其中，《二十四
节气》系列剪纸每个节气一张，在一幅画
面中呈现了不同节气的特色习俗；鱼皮剪
纸则讲述了重庆长寿鱼背后的故事。

此外，为积极落实乡村振兴，帮助大学
生创业与消费帮扶直播电商行动结合，重庆
市商务委、市乡村振兴局决定联合组织开展

第八届消费帮扶“赶年节”活动。活动集线
上线下交易、直播活动、现场展示体验和文
化活动、经贸合作于一体，将开展网络春晚
直播带货、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乡村文化艺
术节、乡村赶年节、赶场及特色农产品巡展
等活动，销售消费帮扶产品，推广畅通消费
帮扶农产品购销渠道。

冬季天气寒冷，青绿饲料缺乏，这对肉牛的增膘不
利。但只要精、粗饲料搭配科学，饲养管理方法得当，冬
季仍然可使肉牛快速生长发育和增膘。

牛舍保温性能要好。牛舍要不漏雨、地面不潮湿、清
洁卫生。室温要达到5℃以上，最好要保持在10~18℃。

科学配料，精心饲喂。饲料是使牛增膘长肉的物质
基础。为让肉牛吃饱吃好，必须科学合理地搭配饲料。
日粮配方：优质干草10千克，酒糟7千克，玉米面3.5千
克，豆饼0.5千克，尿素100克，食盐50克。

每天早、中、晚各喂一次。要先喂粗料后喂精料，少
给勤添，有利于牛下一次饲喂时保持旺盛的食欲。

供给充足的饮水。冬季饲料以草为主，因此要供给
充足的饮水。饮水不足，不但影响牛的采食，也影响牛对
饲料的消化和吸收。供给的水要清洁，温度要适宜，以
20℃为宜。

多晒太阳，勤刷牛体。在天气晴好的中午，把牛牵
出去晒晒太阳，同时要刷拭牛体。这样，既可预防皮肤
病和体外寄生虫病的发生，还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牛
的抵抗力。 （本报综合）

□梁钦卿

为更好向国际社会交流推广中国减贫经验和乡村
振兴实践，重庆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届全
国乡村振兴国际博览会（简称“乡博会”）将于今年11月
在重庆举办，这也是全国首个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专业性展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国际性的展示
交流合作平台。

据了解，首届“乡博会”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首届“乡博会”拟由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重

庆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办，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商务委协
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支持。

二是首届“乡博会”拟设四大类活动。第一是举办
“全球减贫合作伙伴研讨会”等论坛会议；第二是集中展
示国家及各省区市在减贫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
振兴领域的主要成就和特色项目等；第三是邀请境外国
家和地区、各省区市、商会协会等机构和企业开展产销对
接、业务洽谈等；第四是安排参展参会的人员考察重庆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成就。

三是“乡博会”是一个汇聚全球资源、贡献中国智慧、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重庆形象、传递重庆
声音、促进交流发展的重要平台。按照外交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的要求，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已于
2021年7月在重庆正式启用，已成功举办两期“南亚国家
减贫与发展研修班”、两期“上合组织国家减贫与发展研
修班”，在交流减贫经验与乡村振兴实践、开展项目合作
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乡博会”是更好地向国际社会
交流推广中国减贫经验、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平台，必将
进一步凝聚国际减贫合作共识，推动全球减贫事业。

□陈蓉 石汉谋

近日，走进永新镇石坪村一鲜花加工房，一批批金丝
皇菊正被放进烘烤箱内加工。

“金丝皇菊是村集体产业，种植面积50亩，去年金丝皇
菊长势喜人。”石坪村驻村负责人介绍，。

说起村里那片娇艳的金丝皇菊，负责人激动不已，因
为这项产业能在石坪村生根发芽实属不易。2020年，在
綦江区农业农村委的号召下，石坪村在梨产业的基础上，
选择试种金丝皇菊，让村上产业更加多样化。

试种第一年，因为种植经验不足、烘烤技术不到位，
导致金丝皇菊产量不高、卖相不好，石坪村就以买梨送菊
花的促销方式将产品推出去，出乎意料的是，市场反馈极
好，不少消费者主动回购。

市场就是指挥棒。2021年，石坪村高度重视金丝皇
菊种植，派人员专门外出学习各项技术。负责人说：“金
丝皇菊比较‘娇气’，旱不得、涝不得、淋不得，外地种植金丝
皇菊都采用大棚种植的方式。完全照着别人的方法种植，
虽比第一年效果好，但金丝皇菊长势依然不尽如人意。”

2022年，石坪村再次改进种植技术，根据每一块土
地上菊花当前的长势来决定棚布是否覆盖，尤其是夏季
高温天气更是悉心照料，全程采用人工除草，因此，金丝
皇菊才能以最好的姿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现在无论是鲜花的长势还是干花的形状都达到了
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越种越有信心。”负责人坚信石坪
村的金丝皇菊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他说，接下来还将改进
包装，拓宽电商销售渠道，做响做亮本土品牌，全面推动
特色产业发展。

□邓俐

用手轻松拨开覆盖在上面的一层稻
草，漂亮的马铃薯便出现在眼前，挨个把这
些马铃薯捡到一边的筐里，几分钟便是满
满一筐。

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于2022年9月栽
种的稻草覆盖免耕秋马铃薯迎来了丰收。
这些只需要“摆一摆、盖一盖、捡一捡”“轻松
又高产”的稻草覆盖秋马铃薯不仅为新年和
即将到来的春节市场增加了供应，还让“冬
闲田”变“增收田”，为当地村民带来不错的
效益。

据了解，稻草覆盖免耕秋马铃薯是巴南
区农业农村委2022年推广的科技助农新技
术，并于当年9月在石龙镇开始试点。作为

一项绿色农业新技术，种植时只需要直接把
种薯摆放在收割后的稻田土上，然后盖上稻
草秸秆，整个过程高效又快捷。既可以减少
秸秆野外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还省工省
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丰收。

在石龙镇稻草秋马铃薯采收现场，村
民忙着扒开稻草，捡拾地里的马铃薯，望着
一大片丰收的秋马铃薯田，个个脸上笑开
了花：“这下把夏天的干旱和年底疫情的损
失都补回来了，今年春节大家都能过个欢
喜年了！”

负责稻草秋马铃薯集中种植和销售的
巴南区供销社农禾电商负责人介绍，石龙镇
共试点种植了600多亩，每亩产量在1500千
克左右，通过供销社的农禾电商和农禾优选
平台，在全市销售，每亩可实现收入5000~

6000元，参与种植的农户至少每人可增收
1000元以上。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正逢石龙
镇的赶场天，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猪肉、蔬菜、水果和各类年货商品琳琅满
目，人群来来往往，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
居民都是满载而归，处处充满浓郁的年味
气息。

“今年春节来得早，马上就要过年了，村
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乡亲都回来了，各家各户
忙着准备年货，虽然现在很多东西随时都能
买到，但是乡亲们仍然对赶场充满热情，对
大家来说，它不仅方便集中采购年货，还充
满了人间烟火气，在挡不住的火热年味儿中
传递出新春的气息。”刚刚返乡前来赶场的
村民说道。

2023重庆首届乡村振兴网络春晚活动举行

马铃薯丰收了欢喜的年味越来越浓

山乡老“腊味”里的新“年味”

重庆将举办首届“乡博会”
向国际推广中国减贫经验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2022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
残留监控情况，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
99.9%，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持续向好。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于2022年3月启动《2022年国
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组织各地渔业主管部
门和有关水产品质检机构，在养殖产地随机抽取15万余
批次水产品，进行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7项禁
（停）用药物和地西泮的检测，其中133批次样品检出药
物超标。农业农村部已指导有关省份依法对上述不合格
样品生产主体进行调查和处罚。

农业农村部已将2022年相关监控情况通报各地，要
求进一步加强春节等节日、重大活动期间水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持续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组织做好
2023年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严厉打击各环节违法
行为，持续加强对养殖主体普法培训和宣传引导，有效防
控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供稿）

2022年国家产地水产品
质量安全持续向好

1月15日，北碚区迎来降雪，乡村田野处
处银装素裹，景色迷人，别有韵味，构成一幅
乡村美景图。

近日，受寒潮影响，多地气温急剧下降，
雪花飘落。这是2016年后，重庆中心城区再
次飘雪。 通讯员 叶子 摄

瑞雪照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