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11 2019年7月24日 星期三

经过近一年的防控，非洲猪瘟疫情势头总体减缓——

生猪产业有哪些变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经过近一年的防控，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势头总体减缓。在政策措施鼓励下，养殖户补栏积极性

明显恢复。同时，非洲猪瘟防控也加速了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生猪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养殖

绿色化、集约化趋势明显。在行政推动、制度规范和市场倒逼下，我国屠宰企业也在加速淘汰落后

产能，全国在产的6625家屠宰企业全部实现了非洲猪瘟自检——

下线325天后，首次披露安全整改进展——

滴滴重启顺风车尚无明确时间表
本报记者 陈 静

本版编辑 杜 铭

□ 对于滴滴来说，顺风车能否“回归”，安全是绕不开的话题。

安全整改核心是确保顺风车为顺路的共享出行，因此真正顺路

行程、真实身份核验和全程安心保障成为整改主要内容。

□ 如何降低女性乘坐滴滴顺风车时可能遭遇的风险，是公众

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要解决女性乘车安全问题，目前滴滴还存

在不少困惑。因此，滴滴顺风车尚无明确上线时间。

滴滴顺风车要回来了吗？在下线
325天后，滴滴顺风车日前首次举办了媒
体开放日。滴滴出行顺风车事业部总经
理张瑞分享了近一年的安全整改进展，
表示“顺路才是顺风车的本质”；但他同
时也透露，滴滴顺风车尚无明确上线时
间，“什么时候上线，我心里也没底”。

对于滴滴来说，顺风车能否“回归”，
安全是绕不开的话题。张瑞介绍，安全
整改核心是确保顺风车为顺路的共享出
行，因此真正顺路行程、真实身份核验和
全程安心保障成为整改主要内容。

“为保证真正顺路行程，我们去掉
了附近接单功能，车主只能先设置有限
的常用地点，比如家、公司或者学校，
发布行程时起点和终点都必须是常用地
点，同时每天接乘次数也有限。在真实
身份核验方面，不但所有用户要通过实
名认证，车主在注册、接单和接驾环节
还要多次人脸识别，同时还设计了信息
核验卡，接单一旦成立，会把车主和乘
客双方信息发到对方手机上，乘客在上
车前就可以核实车主信息是否与核验卡
一致。”张瑞表示，滴滴顺风车将永久
下线用户隐私信息，比如自定义头像、
性别、昵称甚至长文评价。此外，即使

将来顺风车试运行，也将先开放白天和
市内场景。

如何降低女性乘坐滴滴顺风车时可
能遭遇的风险，是公众最关注的话题之
一。滴滴出行顺风车事业部安全产品经
理赵家农介绍，通过女性专属保护计划
的安全助手功能，女乘客和女车主能看
到合乘用户一系列信息，如当前接单车
主驾龄、车龄，通过人脸识别的时间等。

不过，滴滴方面也坦承，要解决女性
乘车安全问题还存在不少困惑。“不少人
建议只允许女性司机接女性乘客，但女
性司机只占5%，女性乘客占比则超过半

数。此外，如果这样设置，一旦有人仿冒
女性车主，反而更容易找到女性乘客。”
滴滴顺风车产品负责人何棣表示。

目前，顺风车行业的新玩家正在不
断入局。今年 2 月份，哈啰顺风车在全
国正式上线。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1日
到2月10日，哈啰顺风车每天平均拼车
距离达到 126.7 公里，平均拼车时长为
143.3 分钟，平均车费为 122.6 元。6 月
初，高德地图发布的海报显示，将在广东
省与武汉市招募顺风车车主；钉钉则在
杭州接入了嘀嗒、哈啰的顺风车服务。

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汽车出行行业分

析师孙乃悦说，这是因为顺风车仍有较
大市场需求。“在价格上，顺风车有其优
势，特别是对长途出行的乘客有吸引
力。对于私家车主来说，以顺风车方式
补贴油费、赚取外快何乐而不为。此外，
与专车等相比，顺风车的商业模式较轻，
前期投入也比较少。”

不过，心有余悸的滴滴对顺风车是
否“回归”显然还十分纠结。滴滴出行总
裁柳青表示，其内部对顺风车业务是否
上线“存在巨大争议”。“顺风车业务每天
有 100 万到 200 万单，只占平台业务量
的5%至10%。为了顺风车业务，平台要
不要承担‘归零’的风险。”她也表示，增
加的安全措施可能让滴滴顺风车在用户
体验上成为“最难用的顺风车产品”。

滴滴出行CEO程维则表示，过去的
一年，滴滴逐渐意识到其不仅是科技创
新企业，也是社会服务企业。今年，滴滴
在安全方面的预算是20亿元，投入包括
产品、线上新增司机服务经理等。“所有
滴滴人内心的标准，就是我们做出来的
每一款产品，能放心地让我们自己的家
人和朋友使用，这是我们的责任。”从这
样的表述来看，滴滴顺风车回归之路依
然漫长。

“猪粮安天下”，生猪产业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点产业。经过近一年的防
控，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势头总体减缓。
与此同时，在政策和市场双重作用下，
生猪产业链从养殖到屠宰都发生了变
化。当前全国生猪养殖形势如何？屠宰
行业规范化发展又如何进行？记者采访
了有关专家和市场主体。

养猪户信心恢复忙补栏

最近，很多养猪场户都感受到国家
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强。今
年5月份，全国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
供应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充分调动养
殖场户补栏积极性，大力发展规模化标
准化养殖，切实解决养殖户不敢养、不想
养和养不起等问题。随后，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意见》，农业农村部也印发了《关于稳定
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

“政策亮点集中在 3 个方面”，中国
社科院农村发展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
全分析，一是强调“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明确对超范围划定禁养区、随意扩大禁
养限养范围等问题，要限期整改，不得层
层加码禁运限运，这是对养殖资源的保
护。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地方财政、
银保监机构要加大对生猪养殖场户和屠
宰加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这是对行
业资金的支持。三是要求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调整优化产
业布局，这是对转型发展的鼓励。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
说，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叠加影响，
此前我国生猪生产持续下滑。今年以
来，共发生48起非洲猪瘟疫情，月均发
生数明显减少，24个省（区）已经解除疫
区封锁。当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生猪产销秩序逐步恢复，养猪场户
信心逐步增强。下一步，要坚持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和恢复生猪生产两手抓，特
别是落实好临时生产救助、贷款贴息、政
策性保险、用地保障等措施，重点支持种
猪场和规模养猪场发展生产。

生猪价格持续上涨，养殖户积极性
有所提高。“按照生猪生产规律，从母
猪怀孕、仔猪出生到育肥猪出栏大约需
要10个月时间”，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
济信息司司长唐珂说，去年10月份生
猪基础产能下降，导致今年六七月份生
猪供应减少问题开始显现，猪肉价格持
续上涨。据监测，6月份猪肉批发市场
均价每公斤21.59元，环比涨4.7%，同
比涨29.8%。

监测表明，随着疫情减缓和猪价上
涨，以及疫苗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养
殖户仔猪补栏积极性明显恢复，初期的
恐慌情绪明显缓解。专家表示，在实施
非洲猪瘟分区防控的大背景下，要引导
养殖户消除惧养心理，合理安排生产，
控制补栏和养殖成本，合理补栏、适时
出栏，防止盲目压栏和追涨。养殖户要
注意改善防疫条件，规模化养殖企业更
要把生物安全水平提高一个档次。

养猪场升级改造忙转型

从某种角度来说，非洲猪瘟防控成
了生猪产业转型的动力。日前在北京举
行的全球生猪产业大会上，俄罗斯农业
市场研究所首席分析师丹尼尔·霍特科
介绍，在加紧非洲猪瘟防控同时，俄罗
斯国内生猪存栏一直在增长，进口量所
占比重已由2008年的45%降到了2018
年的4%；今年俄罗斯大规模生猪养殖
企业已经占到89%。他认为，中国生猪
养殖业在能繁母猪生产率、饲料转化率
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非洲猪瘟防
控将促使养殖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我国生猪养殖量占全球一半，养
殖场户中99%以上是中小散养户。这些
散养户防疫意识普遍不强，生物安全水
平不高，大多有用餐厨剩余物喂猪的习
惯，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同时，我国
居民喜食热鲜肉，大量生猪长途调运，

增加了生猪运输车辆、贩运经纪人的带
毒传播风险。”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局长杨振海说，在非洲猪瘟防控中，在
有关部门政策引导下，生猪生产方式加
快转变，养殖的绿色化、集约化趋势
明显。

本轮生猪产业转型恰逢环保政策趋
严的大背景下。为保护资源环境，南方
水网区被规划为生猪养殖约束发展区。
农业农村部着力推动南方水网地区生猪
养殖绿色化发展。江西省分宜县把全县
生猪养殖划分为2个禁养区和8个可限
养区，出台补偿奖励办法。经过整治，
目前完成了 1857 家生猪养殖场关停拆
除，416家养殖场生态化改造。当地还
建立了畜禽规模养殖审核备案管理制
度，并配套产业转型资金，重点在养殖
户的产能提升、产业转型、就业帮扶上
发力。

养猪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由于猪周期和非洲猪瘟叠加，无论散养
户还是规模养猪场都在寻求集约化发
展。面临资源约束、市场波动、疫病等风
险，养殖场对配套环保设施、优良猪种和
防疫技术等需求十分迫切，这也是长期
以来的“痛点”。针对上述问题，各地畜
牧兽医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推
广高效实用饲养技术，以养殖场生物安
全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为重点，引导有条
件的中小养殖户发展现代家庭牧场。

屠宰业淘汰落后促提升

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与上
游 2600 万家养殖场、下游 530 多万家

猪肉生产加工企业和餐饮服务场所相
比，屠宰企业是产业链的关键点。记者
了解到，我国屠宰行业规模化标准化水
平总体不高，现有1万多家生猪定点屠
宰企业中，年屠宰量在2万头以上的规
模以上企业数量仅占不到25%。在疫情
发生初期，相当数量的屠宰企业尚不具
备非洲猪瘟检测能力。同时，屠宰环节
官方兽医数量严重不足，实际缺口
较大。

在行政推动、制度规范和市场倒逼
下，我国屠宰企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农业农村部于4 月中旬开展百日行动，
要求落实屠宰厂非洲猪瘟自检和驻场官
方兽医两项制度，加大生猪屠宰厂资格
审核清理力度。截至7月1日，共向生
猪屠宰企业派出官方兽医32931人，全
国在产的6625家屠宰企业全部实现非
洲猪瘟自检，基本解决了落后屠宰企业
淘汰和官方兽医配备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
防控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生猪屠宰
厂资格审核清理力度，明确对不符合条
件的，一律吊销生猪定点屠宰证。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林健东介绍，今年浙
江将开展生猪产业全链条严管“百场示
范、千场提升”行动，力争全年完成
1000家规模养猪场、屠宰企业改造提
升，推出 100 家示范场，经过两年努
力，实现全省规模养猪场、屠宰企业改
造提升全覆盖。

屠宰企业的屠宰加工方式也在变
化。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陈
伟生告诉记者，此前大概有 70%的疫
情是由于长距离运输导致的，通过近一
年来的严控，长途调运疫情的发生率明
显下降。在分区防控的过程中，要满足
鲜肉的供应，势必要求就地就近解决屠
宰问题，不少企业纷纷变运猪为调肉，
将生猪供应适当调整为猪肉供应。

出口市场向全球拓展

深圳酒店化妆品生意越做越大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现场查验合格，予以放行。”随着深圳海关所属布吉
海关关员在无纸化查验终端录入查验结果，日前深圳某化
妆品企业一批出口阿联酋的酒店化妆品顺利通关。

随着我国海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等各项政策落地，近
两年来，深圳口岸酒店化妆品出口逐步走出了低谷。今年
上半年，深圳口岸酒店化妆品出口近5500吨，货值约1
亿元，出口量已经接近历史高峰水平；出口市场也由之前
的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等众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几
乎覆盖全球。

近年来，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2016年经深圳口岸
出口的酒店化妆品数量跌入了“谷底”，当年出口额比高
峰期跌去近三成，不少中小企业因未能成功转型升级而遭
到市场淘汰。

为提振企业信心，帮扶企业渡过难关，深圳海关积极
主动了解企业在通关、查验、AEO认证等方面遇到的困
难，实施“一企一策”，开展精准帮扶。不仅在企业运用
原产地优惠政策等方面予以指导，充分释放国家政策红
利，提升企业获得感；而且通过广泛调查研究，指导企业
积极适应、应对世界主要市场化妆品技术标准变化和限制
措施，在欧盟化妆品防腐剂新规、美国化妆品铅限量新规
等方面，帮助企业采取措施，扩大目标市场。

据了解，布吉海关辖区是深圳地区酒店化妆品出口的
主产地，辖区企业生产的酒店化妆品种类丰富、质量上
佳，产品远销世界各地的星级酒店，沐浴盐是该区酒店化
妆品出口的拳头产品。沐浴盐起源于欧洲，多由矿盐、海
盐加上甘油、香精等制成，具有去除污垢、死皮和滋润肌
肤等作用，在日本、美国、丹麦等有泡澡传统的国家，浴
盐类化妆品深受民众喜爱。

在质量安全和口碑的双重作用下，近年来深圳沐浴盐
产品出口屡创新高，2018 年全年出口额突破 1800 万美
元，今年有望继续维持高峰水平，继续带动深圳酒店化妆
品出口增长。

化妆品是外资品牌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目前深圳乃
至全国的化妆品出口产业都是以加工贸易或者贴牌生产为
主，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利润和附加值的最低端，转型升
级、打造自主品牌已经刻不容缓。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继续结合自身职能，依托辖区企
业特点和产品特色，积极培育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助
推深圳出口化妆品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将深圳的创新品牌和优秀品质推广到世界各地。

记者日前了解到，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今年一季度在线
音乐付费用户数为 2840 万，同比增长 27.4%。高盛预
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11.5亿付费流媒体用户 （此前预
测为9亿），其中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用户来自“新兴市
场”，中国将扮演关键角色，腾讯音乐娱乐付费用户全球
比例还将上升到23%。可见，我国音乐产业市场规模有望
迎来爆发式增长。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青亦认为，
我国音乐产业正进入全产业链联动式发展，以及多元化开
发音乐版权价值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在产业上游通过
投资并购唱片公司，孵化打造独立音乐人，加大音乐版权
内容库，改善音乐版权成本，活化音乐版权生态；另一方
面，在产业下游加强与音乐有关的游戏、视频、短视频等
应用软件开发，以及与综艺节目、影视、音乐节联动发
展，创新挖掘并孵化音乐IP独特价值，多元化开发音乐
版权价值，打造一条以音乐为核心的完整文化产业链，带
动音乐产业持续增长。”王青亦说。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由当初的CD唱片到今日的
数字化技术，音乐产业的生产、分发和消费也都有了明显
的迭代升级。”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副教授
张丰艳说。

数据也充分说明了我国音乐市场日益扩大的市场规
模。国际唱片业协会发布的 《全球音乐报告 2019》 显
示，继2017年首次跻身全球十大音乐市场后，2018年中
国音乐市场世界排名已上升至第七位。在张丰艳眼中，这
种发展趋势与人工智能对我国音乐产业的赋能不无关联。

“如今，人工智能创作、演奏和分发都对音乐产业颇有助
益。未来，科技和音乐的互动会形成良性促进作用。比
如，人工智能会更为精准地推送音乐作品，帮助其降低成
本，促进更优质的内容升级。”张丰艳说。

不过，与西方相比，我国音乐产业依旧存在着一些发
展瓶颈。王青亦对记者表示，与美国五大音乐公司垄断为
基础的“Apple+iTunes”模式，以及韩国以 SM 娱乐经
纪公司为主导的造星模式相比较，我国还缺乏自身独特的
音乐产业发展模式。“未来，应聚焦音乐头部内容价值，
对标国外音乐产业发展模式，结合国内数字付费习惯基本
形成、短视频网络游戏等相关娱乐产业飞速发展以及音乐
产业社交化等趋势，摸索并确立我国特色化发展的音乐产
业模式。”

“毫无疑问，在正版化普及、付费意识觉醒的双重辅
助下，中国音乐产业未来可期。”王青亦说。

市场爆发式增长但缺乏自身特色

音乐产业要找准“节奏”
本报记者 梁剑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