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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养猪要避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应围绕产能储备优化调控手段，以大企业为重点，增强逆周期调节的精准性，确保猪

肉产能稳定在5500万吨。要既让消费者买得起，又让养殖户收入好；既让主产区养猪有

实惠，又让主销区吃肉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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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就地过年”勿忘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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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莫成“带口罩”
袁文良

日前，生猪期货挂牌上市。业内认为，

生猪期货的价格走势，体现了市场对未来

生猪供应逐步恢复的预期。也有不少市场

主体担心生猪生产恢复后供求形势快速逆

转，出现大起大落。如何算好养猪这笔账，

怎样破解生猪“多了多、少了少”难题，成为

行业热点。因此，有必要适当提示一下

风险。

社会资本要稳妥处理好扩栏增养，在

推动产能恢复的同时实现转型升级，避免

“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现象。要加快现

代化体系建设，不能因为养殖用地政策宽

松就片面铺摊子，不能因为环评承诺制就

放松了对环保的硬要求，如此才能走得

更远。

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养猪产业要走

出只看一隅的思维定势，不要只算眼前账，

还要多算长远账。生猪养殖，没有税收却

有污染风险，大家都想吃肉却不想养猪，甚

至个别地方此前搞“无猪县、无猪乡”。但

是，猪少了引发价格上涨，超级猪周期影响了

群众生活。对主产区来说，生产和调出粮食

是为国家作贡献，生产和调出猪肉也是为国

家作贡献。应把生猪生产提升到更高位置

上，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

对养殖企业来说，也要走出赚快钱的思

维定势。眼下，行业已稳定进入政策宽松期，

有关部门出台 19项政策举措，加之非洲猪瘟

疫情总体平稳，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能繁母

猪和生猪存栏已恢复到 2017 年的 90%以上，

进展超过预期。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是近

年来生猪产能的最高点，这意味着保供稳价

有了底气。按照养殖周期计算，2021 年三季

度生猪出栏将达正常水平，价格总体下跌已

成为市场共识。

一方面，生猪恢复的势头需要进一步巩

固。全球猪肉总贸易量约 800 万吨，不到国

内产量的 15%。2018 年及以前，猪肉进口占

国内产量的比重始终没超过 2%。立足国

内保供给的大背景下，生猪产能恢复还不

充分。对各地来说，今年还要继续稳定养

殖用地、环评承诺制、贷款担保等主要扶持

政策，给养殖主体吃下定心丸。目前，还在

建设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应加快建设进度，

尽早竣工投产，带动中小养殖户发展生产。

另一方面，部分养殖企业的经营风险

也在加大。养殖规模越大，可能的收益越

大，一旦遭遇价格波动或动物疫病，其风险

也越大。我国生猪养殖水平与发达国家还

有差距，设施装备条件差，生产效率不高。

在市场风险加大的大背景下，一些企业还

不够理性。应加快全流程的现代化体系建

设，不能因为环评承诺制就放松了对养殖

粪污处理的硬要求，不能因为养殖用地政

策宽松就盲目扩大，不能因为非洲猪瘟疫

情平稳就降低生物安全要求。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剧烈，原因在于产业

素质不够高。一是规模化水平低。全国一半

的出栏肥猪由占数量 99%的散户提供，年出

栏 500 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户只有约 16 万

户；二是产业化程度低。养殖、加工、运销等

相互脱节，缺乏利益共享共生机制。社会资

本养猪，是看到了行业巨大的市场容量和转

型升级的机遇，也应该在产业一体化发展上

有所作为，在带动散户上有所成就。

从以往来看，政府部门对增产手段的运

用相对成熟，对促进供求平衡的调控则不

足。但是，此时的价格过低会导致彼时的价

格过高。当产业受到外部因素冲击、靠市场

力量不能恢复至供求平衡状态时，政府有必

要加强调控。如果说，粮食保供的重点是提

升产能，那么生猪保供的重点则是储备产

能。应围绕产能储备优化调控手段，以大企

业为重点，增强逆周期调节的精准性，确保

猪肉产能稳定在 5500 万吨。要既让消费者

买得起，又让养

殖户收入好；既

让主产区养猪

有实惠，又让主

销 区 吃 肉 有

保障。

此前，一名外卖骑手在工作中猝

死。相关外卖平台先是声明与骑手之

间没有劳动关系，只给予人道主义赔

偿金 2000 元。1 月 8 日晚，该平台又

发布公告，将赔偿金额提升至 60 万

元，并提高骑手在工作中猝死的保障

额度。

一位骑手的倒下，背后就是一个

家庭的破碎。外卖骑手在工作中猝死

或是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事件，引起了

广泛关注。外卖平台应该从这些事故

中汲取深刻教训，不仅要完善与骑手

有关的保险和赔偿制度，还应该将安

全防护的关口前移，避免悲剧再次

发生。

当前我国餐饮业外卖交易规模不

断增长，外卖骑手队伍日益壮大。据

统计，我国外卖骑手的人数已达 700

万人。同时，经过多年行业厮杀，存活

下来的外卖平台已是少数，具备高额

的获利能力。在此背景下，外卖平台

作为行业发展的受益者，理应让渡一

些利润空间来保障骑手的安全与合法

权益，这不仅是平台应该履行的社会

责任，更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的贯彻和落实。

在安全生产领域，有句话叫“宁可

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句话同

样适合外卖领域，力争把安全事故消

灭在萌芽状态。

首先，外卖平台应为骑手的安全

和权益提供必要的硬件保障。今年冬

天，全国多地出现极寒天气。平台除

了要给骑手提供必要的防寒保暖物资

外，还应该为他们建立专属的休息场

所，供他们歇歇脚、暖暖身体。目

前，国内虽已拥有 26000 多个“蓝骑

士驿站”，但多为入驻商家的自发行

为，外卖平台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承

担更大责任，着力提升休息驿站的数量和品质。

其次，外卖平台在管理上应该更加人性化，让外卖小哥在

送餐路上多一份从容。目前，平台基于强大的数据算法，将每

单的配送时间精准到分钟，如不按时保质完成，就可能面临差

评、扣钱等惩罚。平台这种管理逻辑，对消费者和商家很“友

好”，但会给骑手增加极大的心理压力，很可能成为威胁外卖

骑手生命安全的大隐患。应该给飞驰的外卖小哥降降速了。与

此同时，外卖 APP 软件除了供骑手们接单、抢单之外，还应

该增加一些诸如紧急求救、报警、在线问诊、心理咨询、法律

援助等功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

方面的责任。我们注意到，此次发生事故的外卖骑手签订协议

的对象并非平台，而是平台下的一家以众包用工方式为主的劳

务派遣公司。众包这种用工方式仅提供信息的撮合服务，一旦

发生纠纷或事故，骑手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因此，对于当下数量庞大的劳务派遣公司，相关部门应加

强监管，不能任由其野蛮生长。对于众包类型的新业态就业方

式，亟需探索和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法规制度。

外卖小哥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一分子，他们用辛勤和汗

水，为城市的正常运转做着贡献。请给他们多一份关爱，多一

份保障，让社会更加温暖和谐。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

通知，决定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

余额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

上限。有市场人士认为，贷款规模受限对

于房企利空，房企未来的经营存在巨大

隐忧。

自“房住不炒”定位明确以来，有关部

门对房企融资行为持续作出规范，防范化

解房地产领域金融风险。从防范系统性

风险的角度来看，地产行业去杠杆势在

必行。

净资产收益率（ROE）是衡量公司运

用自有资本效率的重要财务指标，体现了

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指标值越

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而根据有

关分析方法，ROE 取决于净利率、总资产

周转率、权益乘数（资产负债率越高，权益

乘数越大），要提升 ROE，就需要从提升净

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三个角

度来进行。

在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时代，行业投资

和销售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房子不愁

卖。房企为了维持较高的 ROE，大多选择

了一种“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事实证

明，这种方式也非常见效。数据显示，2006

年至 2009年，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大幅

提升，ROE 从不到 4%提高到 12%，此后房企

的ROE持续稳定在这一较高水平。

然而，高杠杆是一把“双刃剑”，面对

较大的市场波动，高杠杆往往意味着高风

险，这也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给房企远低于

市场平均市盈率估值的原因之一。经验表

明，房地产是周期之母，远有日本房地产

泡沫、近有美国次贷危机，这些源发自房

地产行业的危机最终引爆了全面的金融危

机。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

升，房地产行业增速不断下滑，在楼市调

控政策下，一些城市房价回调，高杠杆带

来的系统性风险逐渐显现，因现金流问题

倒闭的房企开始增多。

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018年至 2019年这

两年房企偿债规模成倍增长，2020 年偿债规

模约 9154亿元，同比增长 28.7%，2021年到期

债务规模预计将达 12448 亿元，同比增长

36%，历史性突破万亿元大关，房企偿债压力

继续攀升。无论是落实“房住不炒”要求，还

是 防 范 金 融 风 险 ，地 产 行 业 去 杠 杆 已 成

定局。

那么，杠杆降下来，周转率保持合理水

平后，就相当于给房企判了“死刑”么？显然

不是。

在地产“慢时代”中，净利率成为更为关

键的指标。要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就需要

房企打破“路径依赖”，转型升级，改变过去

粗放的经营模式，向管理要效益，向创新要

效益。过去一年，头部房企万科一直在强调

一个理念：地产经历了土地红利、金融红利，

如今进入到管理红利阶段。对于管理红

利，万科认为关键在五点：创造价值、建立

竞争优势、长期主义、科技赋能、精细运

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净利

率，管理红利恰恰可以解决“慢时代”房企

的发展问题。

可以说，去杠杆对于房企而言，既是一

块很好的“试金石”，也是通往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毕竟，房地产市场体量巨大，

除了新房销售，存量市场的住房租赁、城市

更新、物业服务等都是万亿级的市场，而且

行业仍然存在诸多痛点。对于房企来说，

“慢时代”的房地产行业仍有广阔天地，大

有可为。只要能真正解决这个时代的痛

点，终究会获得市场的认可。比如仅仅成

立两年多的贝壳，因为利用数字技术提升

了二手房交易效率，在美股上市后市值很

快超过了万科和保利的总和。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转变发展模式

的阵痛期，房企要努力控制好债务风险，

提升资产质量，改

善 资 产 负 债 表 。

毕竟，活下来才是

前提。

去杠杆对于房企而言，既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也是通往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房企来说，“慢时代”的房地产行业仍有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只要能真正解决这个时

代的痛点，终究会获得市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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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各地

都在倡导外地职工“就地过年”。可以说，

“就地过年”是现实需要，把“就地过年”落实

到位，才能有力确保疫情防控不出纰漏。不

过，“就地过年”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留守儿童的春节如何过。

事实上，不少在外务工人员去年春节就

是“就地过年”，这些家庭的父母与孩子可能

一到两年都难见几面。可想而知，孩子想见

父母的心情是焦渴的，父母想看孩子的心情

也很浓烈。但是，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需

要把思念埋藏在心底。

那么，疫情防控之下的春节，如何减轻

留守儿童不能与父母见面的思念之情？有

关部门应关注留守儿童，让父母不在家的春

节也能热热闹闹、幸幸福福、温情脉脉。

村镇、社区干部可以教会留守家庭的老

人使用视频通话功能，让留守儿童春节期间

多与父母远程交流。对于家里没有电脑和

网络的留守家庭，有关部门可组织他们统一

到有网络的地方让孩子与“就地过年”的父

母视频通话聊天。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村、

镇，应建立儿童活动中心，开展读书、娱乐活

动，让儿童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团结友爱。此

外，有关部门也应组织开展对留守儿童等特

殊群体的走访慰问和关爱活动，开展如“父

母子女互寄小礼物”活动，让孩子和父母通

过这种暖心的互动实现“心灵零距离”。

父母“就地过年”，留守儿童的春节不能

因此寂寞，多关心留守儿童实现“就地快乐”

是社会的职责。父母“不回家”，团圆要多些

“网上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出

门戴上口罩成了人们防疫的重要措施。近

日，部分地区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个别

地区突发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任务依然

艰巨繁重。此时更要坚持出门戴口罩，阻

断 疫 情 传 播 ，防 止 疫 情 反 弹 ，确 保 生 命

安全。

不过，有些地方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不

少人把“戴口罩”变成了“带口罩”。在一些

旅游景点或商超市场，有人把口罩装在了衣

兜里，遇有检查时才掏出来戴上；有人乘坐

城市交通工具，不是主动地戴口罩，而是当

司乘人员询问时才不情愿地掏出口罩来戴

上；也有些人的口罩不是捂住口鼻，而是戴

到下巴上，或挂在耳朵上；在一些公共场所，

有个别人的口罩不是戴在脸上，而是挂在手

腕上。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之一是飞沫

传播，戴口罩不仅可以降低飞沫量，也可

以防止自己无意中接触或吸入他人的飞

沫，从而有效地遏制病毒的感染、传播与

扩散。“带口罩”的形同虚设，压根起不到

任何防范作用。

一旦我们放松警惕，疫情就有可能卷

土重来，让此前的防控成果毁于一旦，让

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无论是谁，

都应该继续绷紧疫情防控之弦，保持正确

的佩戴口罩习惯，绝不能把“戴口罩”变

成“带口罩”。

消费者不是消费品
近日，某生活护理类品牌因一则卸妆巾广告引发热议。视

频里，被陌生男子跟踪的女子用该品牌湿巾卸妆后露出“真容”
而成功自保。此事引起消费者反感。该品牌回复称“视频为广
告创意”，再次受到网友批评后，该品牌发出“致歉信”。

【短评】 即便广告宣传很有“创意”，也不能成为不尊重女性

的借口。目前，该广告已下架，商家也发了致歉信，可有些网友发

现这篇致歉信的后大半篇幅都是自我宣传内容，这不禁让人失望

和愤怒，怀疑其道歉的真诚度。消费者不是消费品，不能任由商

家消费其情绪价值。如果商家靠不良噱头来做宣传，只会凸显其

品牌价值的低俗恶劣。最终，消费者会选择用脚“投票”。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网上有人售卖一种“非标、误差卷尺”，
商家在售卖时明确表示，该卷尺的刻度与正常尺子不同，根据定
做可以将80厘米的长度标为1米，甚至有卷尺在前3米是正常
长度，从第4米开始“缩水”。

【短评】 卷尺等计量用具是依法按照国家的计量单位制作

的，是经贸活动的重要工具，不容任何虚假违法。现实中，有些

人见利忘义，竟然想利用“误差卷尺”骗钱，这显然是一种违法行

为。对此，有关部门要严格执法，依法追究制造、销售和使用“误

差卷尺”行为的法律责任，绝不容许这种行为逍遥法外。

“误差卷尺”不容缩水

2020年辽宁全省完成建设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943处，累计完成投资7.1亿元，受益人口达到82.4

万人。水是生命之源，饮用水安全是事关万千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的大事，禁不起出错，更容不得马虎。辽

宁的做法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真正把人民群众利益放

在心上，值得点赞。 （时 锋）

图/刘道伟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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