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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30 日电(记者高攀、江
宇娟)美国白宫 4 月 30 日发布总统公告说，美
国将延长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
澳大利亚、巴西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
限，为相关谈判继续争取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8 日宣布，由于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
关税，关税措施于 3 月 23 日正式生效。

白宫 3 月 22 日同意暂时豁免对欧盟、阿
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
国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直到 5 月 1 日，以便与
这些经济体协商应对全球钢铝产能过剩的方
法。

根据白宫 4 月 30 日发布的总统公告，鉴
于特朗普政府过去一个月与这些经济体的谈判
进展，美国决定对上述经济体的钢铝关税分为
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类，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美国将
暂时延长对这三个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限
至 6 月 1 日，继续展开 30 天的谈判。

第二类，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由于
美国政府已与它们就钢铝关税达成原则性一
致，美国将继续豁免这些经济体的钢铝关税以
便敲定最终协议，不设关税豁免截止日期。如
果不能很快敲定协议，特朗普政府将考虑重新
加征关税。

第三类，韩国。由于韩国已同意减少过剩
钢铁产能和用配额自主限制对美国钢铁出口，
韩国对美出口钢铁产品将继续被豁免关税，但
对美出口铝产品将从 5 月 1 日起被征收关税。

白宫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在与这些经济体
的所有谈判中，特朗普政府都注重利用配额来
限制进口、阻止转运和保护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对钢铝产品征收高关税的决定
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欧盟、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等多方均曾表示担忧，警告美国的这一措
施不仅可能影响多方贸易利益，而且会对以规
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1 日电(记者帅蓉、
田栋栋)欧盟 1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短期延长
对欧盟钢铝关税豁免期限的决定延长了市场不
确定性，并已影响到商业决策，双方谈判将继
续，但欧盟不会在威胁下进行谈判。

美国白宫 4 月 30 日发布总统公告说，
美国将继续豁免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的
钢铝关税直至 6 月 1 日，为相关谈判争取最
后 30 天时间。

欧盟在声明中说，欧盟应该被完全和永
久地免除钢铝关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
征钢铝关税站不住脚。

欧盟还表示，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
伦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的谈判将继续进行。欧盟愿意讨论双方
都感兴趣的市场准入问题，但同时也明确表
示不会在威胁下进行谈判。“任何未来的跨

大西洋工作计划必须是平等和互利的。”声
明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8 日宣布，由于进
口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关税措施于 3 月 23 日正式生效。

美国白宫 3 月 22 日宣布，暂时豁免对
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
墨西哥、韩国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直到 5 月
1 日，以便与这些经济体协商应对全球钢铝
产能过剩的方法。

根据白宫 4 月 30 日发布的总统公告，

美国政府已与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就钢
铝关税达成原则性一致，美国将继续豁免这
些经济体的钢铝关税以便敲定最终协议。由
于韩国已同意减少过剩钢铁产能和用配额自
主限制对美国钢铁出口，韩国对美出口钢铁
产品将继续被豁免关税，但对美出口铝产品
将从 5 月 1 日起被征收关税。

特朗普政府对钢铝产品征收高关税的决
定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美国的一些贸易
伙伴表示担忧，警告美国的这一措施不仅可
能影响多方贸易利益，而且会对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美国将延长对欧盟等钢铝关税豁免期限为谈判争取时间

欧盟：不会在威胁下与美国展开谈判 4 月 30 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完成以中东事务为
中心的外交首秀。分析人士指出，蓬佩奥首访中东选择沙特
阿拉伯、以色列和约旦三国，旨在巩固美国与中东地区的关
键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并就伊朗核协议、巴以问题等热
点问题协调立场，维持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和影响力。

蓬佩奥 4 月 28 日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启中东之行。蓬
佩奥 29 日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召开新闻发布会，矛头直
指沙特在中东的老对手伊朗，声称如不对伊朗核协议进行重
大修改，美国将退出该协议。朱拜尔则表示，沙特对美国的伊
朗政策完全支持，并呼吁对伊朗实行更严厉制裁。

除伊核协议外，卡塔尔断交风波、叙利亚危机、也门冲突
等中东热点问题也是蓬佩奥此行重点。他敦促沙特和卡塔尔
等海湾国家消除分歧，保持团结，以维护地区安全形势。

分析人士指出，蓬佩奥的斡旋显示，美国担心伊朗利用
美国盟友之间的分歧增强自身的地区影响力。但从沙特等
方的回应看，蓬佩奥并未成功推动沙特就卡塔尔断交问题
“松口”，沙特也未明确表态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叙
利亚的军事行动买单。此外，约旦也未能如蓬佩奥所愿明确
站到反伊朗阵营一边。

在蓬佩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如何进
一步遏制伊朗、特别是伊朗核协议的存废问题是重中之重。

在与蓬佩奥会谈后的第二天，内塔尼亚胡 30 日发表电
视讲话称，以色列掌握了伊朗在 2015 年签署伊核协议后仍
秘密保留核武器技术资料的情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要求欧盟和美国国会同意修改伊
核协议，增加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弹等内容。观察人士认
为，内塔尼亚胡此时抛出所谓伊朗核武计划的“新情报”，显
然试图影响特朗普的决定。对此猜测，蓬佩奥谨慎回应称，
不清楚以色列方面为何选择此时公布这份文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侯赛因·萨拉米 30 日表
示，伊朗决不会放弃发展弹道导弹。他强调，伊朗发展弹道
导弹符合国际法，相关反伊言论毫无道理。

作为此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蓬佩奥 30 日在与约旦外
交大臣萨法迪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两国方案”是解决
巴以问题的“可能方案”之一，最终解决办法应由巴以双方协
商决定。他同时敦促巴勒斯坦方面回到政治对话的轨道上来。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重申，巴方不接受美国
作为巴以和平进程的单独调解方，也不会接受美国所谓的
中东和平进程“世纪协议”，因为它将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
坦难民问题和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排除在谈判之外。

分析人士指出，蓬佩奥主张考虑“两国方案”，较特朗普
政府此前在巴以问题上一味偏袒以方的表态有所缓和，但
鉴于当前巴以冲突愈演愈烈，蓬佩奥并未松口“解冻”美国
原定向巴勒斯坦难民发放的上亿美元援助资金，也未就解
决巴以问题拿出可行方案。不仅如此，他更就加沙近日冲突
放言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未来蓬佩奥能
否在此棘手难题上推动美国扮演积极角色，前景不容乐观。

(记者朱东阳、刘晨)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30 日电

美国新国务卿

首秀剑指伊朗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郭翔、高楠)一头猪从
赚 600 元到赔 300 元，一头仔猪价格仅为两年
前的四分之一，价格跌得“一天三个价”……从
今年春节直至今天，“跌跌不休”的生猪价格越
来越让养猪大户“摸不着头脑”。面对越来越没
规律的“猪周期”，一些养殖大户准备“清盘”离
场，另一些大户则企图逆市“抄底”、扩大养殖规
模。

“猪坚强”为何倒下？生猪价格为何急速
变脸？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
防止农产品“大涨伤民，大跌伤农”的涨跌怪
圈？

跌狠了——— 每头猪从赚 600

元到赔 300 元

“两年前刚养猪时，一斤 10 元，一头能赚
600 元。”22 岁的吉林省梨树县养猪大户吴昊
在两年前开始跟着父亲养猪，年出栏生猪约
1000 头。“我爸养了 10 多年猪，经历了几轮‘猪
周期’，我第一次经历大跌，价格‘过山车’太猛烈
了。”吴昊说，他现在希望存栏的猪慢点长肉，
“有 200 头即将出栏，按照现在每斤四块五六的
价格，一头至少赔 300 多元。”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4 月份第 1 周全
国生猪平均价格为 11 . 14 元∕公斤，比前一周
下降 0 . 5%，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1 . 8%，其中
东北地区已跌至 9 . 88 元∕公斤。

“现在是一天三个价，一个比一个低，干
豆腐都比猪肉贵了。”吴昊说，今年春节后，生
猪价格快速下跌，“今年 2 月我卖掉了 300
头，当时一头赔了 100 多元”。

“去年年中，猪价就有下跌迹象，持续了
两年多的‘猪坚强’现在算是趴在地上了。”养
猪 22 年的梨树县养猪大户王亚芹比较“淡
定”，“现在已经是 2014 年 5 月以来的最低点
了，价格谷底还得徘徊一段时间。”

拥有 8 个猪场、年出栏 5 万头的吉林红
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以繁育商品仔猪和种猪
为主，今年 1 至 3 月亏损 300 多万元，而该公
司去年利润 500 多万元，2016 年利润更是高
达 2000 多万元。“20 斤的商品仔猪在 2016
年春时每头卖 780 元，现在就 300 元左右。”
该公司副总经理王昶说，商品仔猪的“冷暖”
能看出价格变化，猪价高位持续两年多，养殖
户扩产冲动强。

吴昊在 2016 年猪价高峰时投资 10 万元
新建一栋存栏 200 头的猪舍。“当时市场都疯
了，仔猪 800 元一头我们都要，养多少都能高
价卖，猪贩子挑猪时啥猪都要。”

跑慢了———“猪周期”越来越

没规律

“一年涨、一年平、一年跌”，多年来，我国
生猪行业呈现周期性波动，被称为“猪周期”。

不少养猪企业和大户扩能或是减产都是依据
其多年对“猪周期”的观察。

记者梳理发现，2006 年起，国内生猪价
格经历了三轮涨跌周期：2006 年中至 2008
年初上涨，2008 年至 2010 年下跌；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8 月上涨，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4 月下跌；2014 年 5 月至去年初的上涨和
此后的逐步走低。

让王昶、王亚芹等企业管理者和大户难
以捉摸的是看似规律的“猪周期”却越来越没
有规律，以往三年左右的一个波动周期正在
被拉长，波动幅度变大。

“我们的一个猪场已经从存栏 900 头调
减到 500 头，但还是跑慢了。”王昶说，“此前
已预料到猪价会下行，但下降幅度和速度出
乎意料。”

事实上，猪价涨跌的基本原因离不开供
需变化。一位先后在四川、吉林等地经营管理
生猪及饲料企业 20 多年的业内人士为记者
画了一幅猪价涨跌“路线图”：肉价上涨———
母猪存栏增加——— 生猪供应增加——— 肉价下
跌——— 淘汰母猪——— 生猪供应减少——— 肉价
上涨。

“这次下跌，是因为前期高价刺激产能扩
张。”该业内人士表示，近年生猪行业国内规
模化养殖占比快速增长，“大量中小散户‘倒’
在前几轮‘猪周期’，企业、大户抗风险能力较
强，波动周期也拉长了。”

路在哪———“半”产业链何时

迈向全产业链

“我估计今年秋收时，价格能上来。”吴昊
前不久决定出手“抄底”，以平均每头 230 元
购进了 300 头仔猪，“现在看即将出栏的 200
头猪肯定赔了，我就赌这 300 头。”

还有 400 头猪存栏的王亚芹则准备“割
肉”离场，“预计 2020 年之前猪价都不会太
好。”王亚芹通过对周边养殖大户的观察发现，
短期内市场供大于求局面不会改变，“不少还
在扩大规模，价格下跌没让大家真正害怕”。

时间拉长的“猪周期”不仅在很多地方
“逼退”了养殖 100 头以下的中小户，也让养
猪大户出现分化。在吉林省农产品价格专家
梁琦看来，分化的背后是大市场与养殖户之
间仍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她表示，破解包括
“猪周期”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需健
全大数据等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符合国
情农情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主动服务。

有业内人士表示，生猪产业存在“大而不
强”问题，“半”产业链特征明显，养殖、屠宰、
冷链物流、深加工等环节仍然割裂，虽然很多
大型企业正努力构建全产业链，但仍需较长
的过程。王昶举例说，目前运输仍以活体运输
为主，冷链物流并不普及，正说明国内生猪产
业链还远未形成。

一天跌 3 次，“猪坚强”为何“跌跌不休”
从猪肉价格猛变看农产品如何走出“涨跌怪圈”

新华社贵阳 5 月 1 日电(记者潘德鑫)一大
早，朱勤号便像往常一样拉着菜来到城区的贵
州绿野芳田有限公司的农产品分拣中心。

“要赶在周一城里的单位上班、学校上课之
前把菜送到公司。”朱勤号说。

经分拣中心农残检测员抽检确定合格后，
卸车入库。离村不到半天时间，朱勤号的 8 吨白
菜就以 7 毛/斤的价格出手了，除去 300 元运
费，一车白菜毛收入 1 . 15 万元。

身为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蔡官镇对长沙村
长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的朱勤号，并不知道
这车白菜第二天会出现在谁的餐桌上。这一年
来他也从没像以前那样拉着菜“走集串市”找买
家，合作社 1200 亩的蔬菜也没有滞销过。“怎么
种我说了算，种什么、卖给谁公司说了算。”朱勤
号说。

地处黔中腹地的西秀区是贵州的“菜园
子”之一，但近年来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供
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市场结构性矛盾突
出。“商家找不到所需农产品，农户不知道商
家要什么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规模化、组
织化水平比较低。

为解决产销对接失衡带来的“盲种、滞
销”问题，2016 年底，西秀区批准成立国有独
资企业——— 贵州绿野芳田有限公司，其主要
任务是精准识别市场需求，引导合作社有计
划生产，搭建产销精准对接平台。

“从需求侧要‘菜单’，给供给侧做‘订单’。”
绿野芳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钰介绍，通过对
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区内外的商超等农
产品消费单位的需求进行调研摸底，并形成
需求“菜单”，再通过量化分解形成生产“订

单”，合作社按“订单”生产。最后，农产品由公
司统一配送至消费单位。

截至今年 4 月，通过农政、农企、农校、农
超结合方式，公司与中国移动安顺分公司、贵
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永辉超市等 500 余家
单位签订了食材供应协议，与包括长兴合作
社在内的 160 家合作社签订了保底兜底收购
生产协议。

为确保贫困户利益，签订保底兜底收购
协议的合作社必须带动辖区范围内所有贫困
户参加生产，并建立长效利益联结机制。为确
保合作社利益，公司采取“旺季市场价，淡季
保底价”的收购方式，并承诺当市场价低于保
底价时按保底价收购。2017 年该公司共向合
作社兑现了因自然灾害、市场变化造成的滞
销农产品补助 198 . 7 万元。

王钰告诉记者，2017 年公司通过“‘菜单’
+‘订单’”共计销售各类蔬菜 2000 余万斤，带
动农户 4100 户、7400 余人增收。

“以前每种一茬菜，心都是慌的，怕卖
不出去。 2013 年村里就有个种植大户 100
多亩菜烂在地里，亏了 20 多万元。”对长
沙村村主任杨锦说：“现在种啥子心都是
‘稳起’的，去年村里种菜的毛收入突破了
2000 万元。”

“‘以需定单，以单定产’既有助于建立稳
定的产销关系，构建精准的产销渠道，也有利
于优化农业生产的布局和结构。”安顺市委常
委、西秀区委书记郭伟谊说，平台公司可以对
全区各村镇、各合作社“什么地方种什么，什
么季节种什么”进行统一调配部署，“以前是
‘一盘沙’，现在是‘一盘棋’”。

向市场要“菜单”，给农民下“订单”
贵州“菜园子”西秀区探索“菜单+订单”模式，解决农业产销对接失衡问题

新华社南昌 5 月 1 日电(记
者杰文津、沈洋、钟群)站在村口
精心打造的“国礼园”大门前，村支
书陈勇侧面的石壁刻着水南村蜜
橘出名的由来，背后则是成片的
橘林。雨后，橘花香泛，沁人心田。
他告诉记者，这片纯生态橘“抢手”
到“落地就没”。

江西省南丰县 2017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2万元，连续 8
年全省第一，水南村则是南丰第一。

水南村人是“蜜”里“泡”大的。
祖宗留下最好的蜜橘种源，皮薄
少渣，香甜沁心。不过，甜过了就
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场大冻
灾把水南村几乎逼入绝境。陈勇
说，当时优势良种尽毁，不少人仍
迷恋旧梦，故步自封，不思求变。

意识到“金饭碗”真的砸了
时，“村里的绝望气氛让人压抑。”
种橘大户陈学明对记者说。今天
拥有 400 多亩橘园，年收入过百
万元的陈学明，当时只能选择进
入广东一家工厂，奔忙在流水线
上。

树死人散，“蜜橘村”变成了
“困局村”。如何破局？

“水南要脱困，思维必须先破
局”。陈勇开始用自己多年在外跑
销售积累的人脉与经验来撬动水
南村的变化，支持乡亲们走出土
地稀缺的水南。从会“种”变成会
“卖”是他布的第一局。

据南丰县委宣传部部长颜国
清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丰县
加大力度，为果农免费提供蜜橘经
纪培训。如今南丰在全国有一支 3
万多人的“卖橘者”队伍，不但卖南
丰蜜橘，也将各种畅销橘类卖到全
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二局则是让乡亲们由会“卖”再到懂“种”。颜国清告
诉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大力提升蜜橘品质，当地党委
政府持续施策，向当地种植者提供免费良种、补助，实施精
品示范园及土壤改良工程等。

据陈学明介绍，为保证水南村“国礼园”蜜橘的品质，他
们使用太阳能杀虫灯以及生物农药等环保方式防治病虫
害。“精品橘价格能卖到普通橘的 15 倍。”他的橘园里还安
装了全程可追溯系统。

创新营销、严控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农业
在水南已生根结果。昔日困局已破，但陈勇却仍不想止步。

他对记者和盘托出他的新“布局”：搭上南丰打造“蜜橘
+”全域旅游的快车，实现产业融合，打造水南村自己的“橘
文化”生态。陈勇兴奋地说，这一局如果做成，村民们除了租
地收益，餐饮、民宿、务工等方面还能大幅增收。2017 年，人
口 3100 多人的水南村接待游客总量达 3 万余人次。

今天的水南人，不但种活了祖宗留下的蜜橘树，还把它
们种成了“金”橘树。

从
会
种
到
会
卖

由
会
卖
到
懂
种

南
丰
﹃
蜜
橘
村
﹄破
困
局
种
﹃
金
﹄橘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