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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价格飞涨一度被称为“火箭
蛋”的鸡蛋，却在今年“身价”一路下
跌。春节以来，各地的鸡蛋零售价格持
续低位运行，不少地区进入了“2元”时
代。4 月 13 日，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
价每斤是 2.24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两成
多，价格是近9年同期的最低点。据农业
部对全国 500个集贸市场的定点监测，3
月底，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
平均价格同比降 21.9%；而自 2016 年 10
月份以来，全国鸡蛋价格已连续6个月下
跌，累计跌幅一度曾达32%。

“目前蛋鸡养殖呈现普遍亏损。”北京
新发地市场的鸡蛋经纪人杨远除了卖鸡
蛋，还承包了养鸡场。他觉得，鸡蛋价格

持续走低，主要原因还是蛋鸡的存栏量过
多。“前几年养鸡利润高，市场行情不错，
很多养殖户就跟风养殖，推高了存栏量。”
伴随着蛋价屡创新低及至跌破成本价，
养殖户所承受的经营压力也不断加剧，
亏损较为严重。据他介绍，目前每斤鸡
蛋的成本大约为 2.7元，而目前鸡蛋出厂
价格仅为每斤2.3元，明显低于成本价。

养殖户鸡蛋储存量过多的同时，玉米
等饲料价格的下调也使得养鸡成本下降，
从而形成了现在的鸡蛋低价。从某种程
度上看，鸡蛋是饲料蛋白的转化产物。通
常情况下，每约 2.3 斤的饲料能生产 1 斤
左右的鸡蛋。尽管饲料成本并非鸡蛋价
格的决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鸡

蛋的生产成本，饲料成本的变化也影响着
蛋价的中长期走势。去年以来，受国家粮
食收储政策改革影响，作为主要饲料原料
的玉米价格大幅下跌，促使鸡蛋生产成本
不断下探，为蛋价下跌提供了一定空间。

与杨远的情况类似，河北省石家庄鹿
泉区会元养鸡场的库房里也堆满了鸡
蛋。“鸡蛋的出厂规格是每筐 45 斤，目前
价格在 100 元左右徘徊，远低于 110 元每
筐的成本价。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大，现在
库存量在增大。”养鸡场负责人谢振中说，
为了减少亏损，养鸡场加快了蛋鸡的淘
汰，对原本 600多天才到淘汰期的蛋鸡进
行了提前淘汰，两个月的时间，原本 6 万
多只的蛋鸡存栏量只剩下了 3.5万多只。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门负责人刘通分
析说，从新发地市场鸡蛋的销售状况来
看，由于近期价格低迷，带动了居民消费，
鸡蛋销售的速度有所加快，这对养鸡场是
利好消息。但是，由于目前鸡蛋的产量仍
然充足，后期的价格无论是上涨还是回
落，涨落的幅度都不会太大，“所以，养鸡
场目前的选择是，紧盯蛋鸡产能的淘汰程
度，既不要淘汰过度，也不要半途而废。”

“尽管近期蛋鸡养殖已经出现亏损，
但目前部分地区发生的 H7N9 疫情减缓
了淘汰鸡出栏，产蛋鸡存栏量充足。随
着天气入春渐暖，蛋鸡产能回升，鸡蛋
产量充足。”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组分
析，当前气温适宜鸡蛋储存，而鸡蛋价
格低于成本价导致养殖户普遍存在低价
惜售现象，鸡蛋存在一定积压，今后市
场供给宽松的局面仍将持续。在节日消
费需求刺激因素缺乏、餐饮市场支撑有
限、农民工和高校团体消费平淡的状态
下，蛋价上涨动力不足，短期内鸡蛋价
格将低位震荡。

近几个月来，鸡蛋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在不少地区进入“2元”时代——

“ 火 箭 蛋 ”缘 何 风 光 不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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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种最新技术纤维品种发布——

新型纤维“织”出产业新图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红洲

高 科 技 打 造 新 时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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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服装已不仅是遮身蔽体、御寒
保暖的物件，作为人体与环境的媒介，服
装深层次的舒适性和功效性正在逐步延
伸。在未来，随着新型材料与高科技的
不断融合，新时代的新时尚也将呼之欲
出⋯⋯

首先，在功能性方面——接触时的柔
软亲和；微环境下对温度、湿度的智能调
节；特殊环境对防辐射、耐高温、防化学伤
害的贴身打造，都能借由不同功能的纤维
材料实现。依靠最新科技，化纤企业正在
从轻柔舒适、运动适应、功能防护等多方
面入手，将服装打造成人体的贴身护理专
家和守护者。

其次，在外观设计方面——目前，采
用光致变色剂，就会使纤维巧妙地反映光
线与质感，酝酿出美妙的层次感，使色彩

更加彰显个性，让不同的色彩在织物和光
线中交汇融合，构成新的色调，展现自由
随性的动感魅力。

再次，在技术创新方面——利用先进
的纤维技术，可以使纤维更细、更柔、更
轻，其制品既节省了原材料的使用，又克
服了重力对人体的约束；如果采用人体亲
和纤维，则产品更能达到手感柔软、抑菌
防螨的功效，打造出人体与服装的舒适微
环境；若在纤维中构筑导电网络，引入抗
静电、电磁屏蔽等技术的使用，则更能让
服装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

最后，在新型纤维材料方面——从氨
纶拓展到PBT，再到聚酯纤维，从原料到
工艺已实现了全面升级，适宜的伸长特性
与刚柔性将大大提升服装的运动适应性，
实现服装与人体的和谐统一。文/言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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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纺织业产业链的源头，化纤是
纺织工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柱,
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由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中国化学
纤维工业协会等主办的“中国纤维流行
趋 势 2017/2018 发 布 ”活 动 在 上 海 举
行。展会上共发布了 20 种代表行业最
新技术的纤维品种。

关键技术屡有突破

在“中国纤维流行趋势 2017/2018
年发布”的舞台上，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纤维系列新
产品赚足了眼球，该材料将运用在内衣、
运动服、羽绒服、户外冲锋衣等领域。

据悉，该公司的石墨烯内暖纤维，是
由生物质石墨烯与各类纤维复合而成的
一种智能多功能纤维新材料。用这种纤
维制作的服装具有低温远红外功能，可
促进身体皮肤表面微循环，通过人体内
部源源不断产生自发性的热源，使皮肤
表面温度提高 0.5摄氏度至 3摄氏度。

“这一新型纤维的研制历时 7 年。
我们始终坚持科研、生产与应用紧密结
合，在全球率先从植物秸秆玉米芯纤维
素中提取出生物质石墨烯，并推出了全
球第一条生物质综合利用生产线，实现
了产业化和商业化应用。同时，与涤纶
复合研发成功，在石墨烯应用领域取得
了重大突破。”圣泉集团总裁唐地源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生物质石墨烯内暖纤维产品不仅通

过了世界权威纺织品生态标签“Oeko-
Tex 标准认证”和美国食药监局 FDA 认
证，还于去年荣获了意大利国家科技创
新奖。目前，圣泉集团在石墨烯方面的
发明专利已申报 100 余项，引进了国际
科研团队，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在产品
的实用性方面下功夫，并积极投入石墨
烯标准化制定工作。

保定天鹅新型纤维制造有限公司的
莱赛尔纤维高端品牌“元丝”，也再次入
选此次中国纤维流行趋势。作为国产莱
赛尔的开创者，保定天鹅“元丝”创造了
我国新溶剂法再生纤维素纤维“从无到
有”的历史，使我国突破了国际企业在该
领域的垄断封锁，实现了行业质的飞跃。

由于独特的聚合度和结晶度，“元

丝”集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的优点于一
身。“具有棉的舒适性、粘胶的悬垂性、涤
纶的强度、毛的挺爽和真丝的手感，可以
广泛应用于服装、面料、内衣、家纺、卫
材、保健品等领域。”保定天鹅总经理高
殿才告诉记者。

“新材料是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产业基础。纺织新型纤维的成功研发和
应用，将加快纺织制造业向产业中高端
迈进，并为行业的整体转型升级提供强
大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说。

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浙江绿宇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
循环再生纤维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此
次中国纤维流行趋势发布会上，绿宇环保
的时尚服装全部采用再生环保面料制作。

绿宇环保将回收的废旧纺织品，通
过自主研发的独有技术，制造出了安全、
高质化、环保的循环再生绿色纤维。绿
宇环保董事长施建强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在纺丝过程中，绿宇环保运用了原液
着色技术，在再生环保面料加工环节，取
消了印染工序，目的就是要让纺织品的
生命周期无限绿色循环。

我国每年废弃的纺织品数量有几千
万吨，但只有很少部分被回收利用，由此
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也不
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循环
再生纤维对于推进我国纺织行业绿色制
造、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 次 纤 维 展 上 ，绿 色 纤 维 成 为 主
流。许多化纤企业的新产品都无例外地
强调低碳、环保，普遍以可再生资源为原
料，采用节能、降耗、减污、免染的生产新
技术和新工艺。

为了进一步推进化纤行业的绿色设
计、绿色材料、绿色制造和循环发展，工
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和中国化学纤维工业
协会于去年启动了“绿色纤维标志认证”
工作，绿宇环保等 8 家企业首批获得认
证。在今年的中国纤维流行趋势发布会
上，保定天鹅等 9 家企业获得了第二批
绿色纤维标志认证。同时，为了充分发
挥绿色纤维标志作为源头的传导和带动
作用，中国化纤工业协会还制定了一系
列管理措施，用于规范下游纺织品用户

依据比较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申请配挂绿
色纤维标志标牌。

“我们将以绿色纤维标志认证为重
要抓手，不断提高认证产品的技术含量
和品质，对其存量进行低碳改造，对其增
量实施绿色低碳的构建，引导更多的企
业参与到绿色发展的行动中。”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端小平说。

协同创新已成共识

中国纤维流行趋势发布活动连续举
办 6 年，不仅提升了创新型中国纤维企
业及“中国纤维”品牌的整体影响力，还
受到了针织、服装、面料、家纺等下游行
业的广泛关注。

“作为非终端消费品的上游原料，纤
维的价值不仅要通过技术创新，还要通
过下游产品如服装、家纺等终端产品向
消费者展现。中国纤维流行趋势的发
布，为我国纺织工业在转型升级的关键
阶段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集成创新提供了
卓有成效的模式和新的思路。”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高勇说。

目前，我国纺织业整体正朝着科技、

绿色、时尚的方向转型升级，全产业链协
同创新，共同打造行业软实力需要上下
游各个环节共同努力。化纤是源头，只
有纤维和终端产品的技术创新和品牌创
立相互促进，产生叠加效应，才能加快提
升整个纺织行业的整体水平，提升整个
产业链的价值。

而中国纤维流行趋势发布，正是把
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作为活动内涵，不断
向尖端技术发起冲击，以需求为导向，将
行业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推荐给行业下
游和消费者，从而引领化纤行业乃至整
个纺织行业关注纤维品牌、建设纤维品
牌、开发品牌产品，最终带动纺织产业链
价值的整体提升和根本转变。

“从纤维源头到终端看待纤维的开
发和趋势引领，让纤维企业在研发和生
产环节就开始思考终端消费需求的变
化，这为终端产品的开发带来了无穷的
想象空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大鹏说，
未来，通过对多种新型纤维的运用，赋予
服装更多的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功能
性，并体现出某种风格，将成为服装品牌
提升价值的一个突破点。

“中国化学纤维

工 业 协 会 绿 宇 基 金

——走进高校”活动

举办了“绿色纤维产

品创意设计”大赛，参

赛作品全部由相关院

校学生选用再生环保

面料设计制作。图为

部分参赛作品，吸引

观众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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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红洲摄

在河北省张北云联数据中心的中控室里，赛伯乐集
团的后勤经理王雪晨指着镶嵌在整墙上的多个电视屏幕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是数据中心的指挥调度室，从
这里可以观察到信息港 1.3 万台服务器运转状况。”据他
介绍，该中心至去年年末投产以来，运行状况非常好，由
于全年平均气温不到 10 摄氏度，能源消耗比内地能够下
降 60%左右。特别是在 2016 年“双 11”保障工作中，创
造了一天 1207 亿元交易额的世界纪录，实现了 17.5 万
单/秒交易订单创建、12万笔/秒支付订单生产。

张北云计算基地的快速建成投产，是河北大数据产
业崛起的缩影。截至目前，河北已初步形成张家口、承
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 5 个大数据产业基地。服务器
投入运营达 20 余万台。其中仅 2016 年就出资 5.5 亿元，
重点支持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京津冀地
区是中国大数据资源和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五大数
据基地的构建，对加快大数据成果转化，推动产业链条协
同联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承德为例，该地区既是绿色能源富集区，也是大数
据产业的气候环境适宜区。该市通过内引外联与中关村
大数据产业联盟、戴尔、浪潮、神州数码、万国数据等 15
家大数据产业机构和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面加快
建设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同时，大数据研发展示中心、大
数据应用创新中心、大数据交易中心也挂牌成立。

廊坊是距京、津距离最为接近的城市，对于发展大数
据产业可以就近服务两大中心城市，该市通过大数据基
地建设，引导了润泽科技、中国联通、华为技术、光环新网
等大数据龙头企业入驻该地，服务器规模已达 19.2 万
台，吸引了京东北方大数据中心、中国人保北方信息中
心、“中鼎云”、科大讯飞等一批网络用户租赁使用。到
2018 年底，该基地将达到 240 万台服务器规模,届时将
成为亚洲最大的数字中心。

而石家庄、秦皇岛大数据产业基地也通过努力优化
发展环境，形成了规模集聚效应，其中石家庄布局大数据
平台和大数据应用研发中心，在金融、健康、教育和电子
商务等领域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推进四方通信大数据
云中心和常山云数据中心建设。全部建成后，将达到 80
万台服务器规模。秦皇岛则吸引了中誉通信、量子数据
中心、中科遥感、中兴网信等数十家大数据企业和研究机
构入驻，届时该市将成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以大健康产
业为特色的大数据产业集群。

据了解，未来几年河北省将继续加强与京津大数据
产业对接，推进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包
括重点推进上述 5 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打造廊
坊京津冀大数据总部基地、张家口数据存储基地。建
设张家口新能源、廊坊物流金融、承德旅游、秦皇岛健
康、石家庄大数据应用 5 个京津冀大数据应用示范区。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中央农办近日明确，将采取“算
大账”的办法，把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等的新增优质耕地，统筹用于补充耕地。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
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印发，其中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将在更
大范围内统筹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
主体的补偿激励，实行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专家
表示，这是我国耕地保护的一个重大的政策创新，从过去
小范围占补平衡走向跨区域“算大账”，切合当前实际，有
利于耕地保护的实效。

耕地足则基础牢。保护耕地对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具
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是，以前我国利用新增费整理出来
的耕地不能用于耕地占补平衡，影响了地方开展土地整
治的积极性。同时，随着耕地后备资源大量减少，一些地
方上山、下滩、入海开荒，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耕地质量也
难以保证。有些地开垦出来就被撂荒，导致占近补远、占
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等问题大量出现。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根据土地整治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增地系数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建设 4
亿亩到 6 亿亩高标准农田，增加的耕地量大约为 1540 万
亩至 2310万亩，基本可以补充当期建设所占耕地。

同时，大城市发展需要用地，但耕地保护本区域占补
平衡难以满足需求。不少贫困地区耕地相对充足，但缺
少资金。为此，此次改革将实施“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
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的耕地占补平衡
措施。为此，我国将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整合
中央和地方各级涉农资金，建立耕地保护区域利益调节
机制，对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加大补偿力度。探索建
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对承担耕地保护任务的农村集体
组织和农民进行奖补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机制。

同时，在资金使用上也将统筹整合，将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作用，鼓励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以奖代
补等方式，完善土地整治多元投入机制，引导农村集体组织
等，根据土地整治规划投资，多渠道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此次改革还进一步完善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把耕地占补平衡任务落实情况作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把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
作为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的
重要内容，强调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据悉，“十三五”时期，全国耕地整体可以做到占补平
衡，绝大多数省份可以在省域内做到占补平衡。但个别后
备资源严重匮乏省份，需要实施补充耕地国家适度统筹。

我国将建4亿亩到6亿亩高标准农田——

补充耕地要“算大账”
本报记者 黄晓芳 实习生 许 菲

五大基地凸显集聚效应——

河北推进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建设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雷汉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