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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灵台县中台镇水泉村至蒲窝镇的路通了。“以
前下县城，要从中塬绕到东塬，太费时了，现在不到半
个小时就到了。”当地村民感慨道。

蒲窝镇五星村半湾社道路全长 12公里，是蒲窝镇通
往县城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依托以工代赈项目投资830
万元，按照四级公路技术标准改建而成，已全面完工并
投入使用。通过项目实施，增加务工岗位200多个，吸收
长期务工人员60多人，临时用工5000多人次，其中贫困
户长期务工32人、临时用工3000多人次。

蒲窝镇只是以工代赈在全国的一个缩影。为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国家发
展改革委日前已分批下达 2020 年以工代赈资金 56 亿元，
预计将吸纳约 30万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在
家门口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业增收。

以工代赈是中国开发式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
政策举措，在改善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贫困群
众工资性收入、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以工代赈已成为解决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的重要
途径。

发挥就业增收带动作用，减轻疫情影响。国家发
展改革委要求各地在分解计划时，向受疫情影响严重
的县市倾斜，广泛组织贫困群众，特别是受疫情影响无
法外出就业的贫困群众参与以工代赈工程建设，提供更
多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并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提高
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水平，切实减轻疫情对就业增收的
影响。

瞄准重点地区难点领域，体现精准施策。资金安排
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并要求重点支持
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乡村，统筹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各地

围绕基本农田、农田水利、乡村道路、小流域治理、草
场建设、村容村貌整治等，解决好影响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的突出困难。

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突出扶志扶智。为进一步
带动贫困群众依靠自身劳动实现光荣脱贫，将劳务报酬
占国家以工代赈资金最低比例提高至15%，预计可为参与
工程建设的贫困群众发放劳务报酬8亿多元。同时，鼓励
支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在农业生产和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中，大力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增加短期就业岗位。

“十三五”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以工代赈资金近 300
亿元，吸纳超过100万贫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累计发放
劳务报酬 30多亿元。与此同时，支持贫困地区农村建成
了一大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桥梁堤防等中小型公益
性基础设施，有效改善了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激发
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湖南省凤凰县是是武陵山片区深度贫困县。2016 年
以来，凤凰县因地制宜，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实施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吸收当地农民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通
过劳动实现就业增收，力推贫困群众脱贫。

2019年，湖南省发改委下达凤凰县以工代赈资金500
万元用于以工代赈示范工程项目。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
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夯实基
础条件，同时带动阿拉营镇蓝莓、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
展。据悉，今年已实现产值超500万元，带动当地13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户均增收超2000元。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国家以工代赈资金规范高效使用，督促地方严格
发放劳务报酬，缓解农村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难增收
难，改善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助力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买到便宜实惠储备肉，觉
得‘赚’了”

——储备肉制度是平抑肉价、
调节市场供需的重要手段，有利于
稳定消费者信心

去年来，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困扰。
疫情防控期间，猪肉价格虽仍处高位，但并未有剧烈波
动，始终保持相对平稳，年内密集投放的中央储备肉是
稳住猪肉价格的一大助力。

家住北京和平里的张阿姨回忆，过年前自己曾在超
市买到过一次中央储备肉。“当时猪肉价格特别贵，别的
普通猪肉都 30多元一斤，但是储备肉却非常便宜，只要
20元一斤左右。”张阿姨说，“快过年的时候能买到这么
便宜实惠的猪肉，觉得我‘赚’了，政府给老百姓发放
储备肉，也让我觉得很暖心。”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介绍，
投放中央储备肉是在出现突发危机事件时平抑肉价的重
要手段，即通过国家储备调节市场供需，以保障民生和
维护社会稳定。“储备肉制度是1979年开始建立的，上世
纪 80年代以来，中央储备肉制度不断完善，逐渐成为实
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赵萍说，“储备肉制度建立的
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发生自然灾害、重大卫生和公
共安全等突发事件的时候，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的需要；二是通过储备肉的投放，有效地稳定市场、平
抑物价，避免价格过快上涨。”

自1月3日投放3万吨中央储备肉起，到4月2日投放
2万吨，今年内中央已陆续投放13次储备肉，累计投放量

达27万吨。“在4个月的时间内，国家进行了13次储备肉
投放，说明在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阶段，中央特别注重
维持猪肉价格的稳定，从而避免猪肉价格过快上涨给人
民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赵萍认为，储备肉的
投放对稳定猪肉价格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猪肉需求来看，2018年中国猪肉消费量在 5500万
吨左右，相当于每个月的月均消费量 400多万吨。“虽然
相对每个月400多万吨的需求来说，3个多月累计投放27
万吨数量并不多，但是对于储备肉集中投放的地区，短
期内可以有效缓解市场供需矛盾，保障猪肉的供应，也
对引导价格合理回落，稳定价格预期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赵萍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
为，总体上看，国家投放储备肉的目的在于稳定消费者信
心，同时给市场提供更多选择。“由于储备肉投放占市场
消费量的比重很小，因此对市场供需的改变不会太大，但
确实能通过引导预期有效缓解恐慌情绪，同时起到打击
囤积居奇的作用。”

“和普通猪肉口感上基本
没差别”

——部分消费者对储备肉心存
疑虑，偏好购买普通鲜肉，实际上
储备肉质量完全有保障

记者周末来到北京市未来鲜生和平街店，冷藏冰柜

里陈列着一批批新鲜猪肉，暂时未见到储备肉。
卖肉的李师傅告诉记者，超市在过年前曾有过一批

储备肉进货，当时销量还不错，但相比之下普通猪肉卖
得更好一些。“大部分消费者首选普通冷鲜肉，因为储
备肉多为冻猪肉，很多顾客觉得口感上可能会差些。”
李师傅说，“但实际上，我自己品尝过多次，二者在口
感上真没什么区别，只是大家对此还不够了解。”

家住超市附近的刘大姐正在李师傅面前的冰柜挑
选猪肉，当被问及储备肉时，刘大姐表示，“听说过储
备肉，不过目前超市里新鲜猪肉一直正常供给，价格
也稳定，所以还是更愿意买鲜肉。”

刘向东表示，许多消费者对国家储备肉制度尚不了
解，对储备肉的来源和品质更不了解，因此会对其质量
有些担忧。实际上，国家储备肉制度是兼顾活物储备和
冷冻肉储备的，投放市场的储备肉不一定都是冷冻肉，
还有一部分是冷鲜肉。“而且国家投放市场的储备肉都是
经过检疫质量认证的，是有国家信誉担保的，因此消费
者对储备肉质量不必担心。”刘向东说。

业内人士指出，储备肉的活猪和冻肉不是一直养着
或冻着，而是不停地流动更换，以保证肉质新鲜，居民
吃到的肉最长只冻了约 4 个月。活畜原则上每年储备 3
轮，每轮储存4个月左右，根据育肥情况适时轮换。冻猪
肉原则上每年储备3轮，每4个月就会完成一次轮换。冻
牛肉、冻羊肉原则上不轮换，每轮储存8个月左右。

此外，国家还对承储企业实行资质审查认定和动态
管理制度，建立储备生猪监测系统，对承储企业的基本
情况、储备生猪动态管理信息进行管理监控。承储企业
在栏生猪储备结构，须达到 30 公斤以上生猪占 50%以

上，60公斤以上生猪占40%以上，85公斤以上生猪占10%
以上。

要消除消费者对储备肉的疑虑和误解，赵萍认为，
首先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消费者对中央储备肉的采
购、存储、销售的流程有更多的了解，既要从肉质品质
上做出国家认证说明，还要通过溯源机制让消费者了解
到猪肉存放时间品号等信息，避免消费者有储备肉就是

“僵尸肉”这种错误认知。其次，还可以请名人名厨名
店做一些使用储备肉的菜肴，通过营养实验的对比改变
人们对于冻猪肉的错误认知。

市场供给充足，肉价全面回落

—— 储 备 肉 制 度 仍 需 不 断 完
善，创新机制、信息透明，让消费
者更踏实

猪肉前尖29.9元/斤、后尖32.9元/斤、去皮通脊43.9
元/斤……记者在北京未来鲜生超市看到，猪肉价格相比
年初已有明显回落。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 月 28 日举办的恢复商品流
通和商业秩序工作情况发布会上，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
责人王斌介绍，当前中国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稳中
回落，市场销售触底回升。3月份以来，粮油、肉禽蛋、
蔬菜等必需品的价格全面回落，3月27日蔬菜的批发价格
比 2 月底回落了 16.5%，猪肉价格比 2 月中旬的高点回落
了7.4%。

刘向东表示，近期猪肉价格出现一定幅度回落，要
从供需两方面分析原因。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400个定点
县监测，2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1.7%，连续5个月
环比增长，比去年9月份增长10.0%。全国有27个省份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比 1 月份增加 5 个省份。“从供给
端看，去年国家加大猪肉稳产保供的措施发挥有效作
用，生猪供给开始逐步攀升，有效缓解了供给紧张的难
题。”刘向东说，“从需求端看，受疫情影响，餐饮等服
务业消费大幅锐减，猪肉消费需求也大幅减少，因此价
格自然会出现回落。”

刘向东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央储备猪肉的连续
12 次投放有效缓解了猪肉市场的供求矛盾，从而稳定
了价格的预期，但当前，中国储备肉制度仍面临着规
模有限、投放时机和储备更新等诸多问题。“储备肉
制度重在短期调节市场供需抑制价格波动，但不会改
变市场供需的长期趋势，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市场
预测的基础上，确定储备肉的合理规模和轮换周期，
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投放市场的调节精准度。”刘向
东说。

未来，该如何创新储备肉制度机制，使其不断完善？
赵萍表示，首先要继续严格把控中央储备肉的质

量。“收储的时候要对储备肉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对每
批储备猪肉进行定期检查，避免不合格的产品收储入
库，从而确保中央储备肉的质量及数量能够及时有力地
保障市场需求。”赵萍说，“其次，还应根据中国居民喜
欢冷鲜肉的消费特点进一步完善生猪的活体储备体系，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确保在任何时候
猪肉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在储备肉制度创新方面，刘向东认为，应完善储
备肉溯源机制，包括生养环境、屠宰时间、冷冻时长
及投放渠道等，做到信息透明，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同时，储备肉投放市场还要保质保价，要根据肉质品
质制定合理的价位；也要完善冷冻肉的轮换时间，及
时更新储备调剂余缺。

上图为在四川省遂宁市，超市猪肉供应充足，市场
价格稳定。市民正在超市选购猪肉。

刘昌松摄 （人民视觉）

中央储备冻猪肉连续投放市场，猪肉价格相对平稳，近期有所回落——

13次共投放27万吨储备肉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2020年以工代赈资金56亿元——

以工代赈，助30万劳动力就业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还怕猪肉不够吃？4月2

日，2万吨储备肉又一次投放

市场，给老百姓吃下“定心

丸”。这已是年内储备肉的第

13次投放，累计投放量达27

万吨。商务部数据显示，3月

23日至29日猪肉批发价格为

每公斤47.57元，下降2.1%。

13次密集的储备肉投放

说明了什么？当前市场供给

如何？记者展开了调查。

近期各地采取多项措施
促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积
极组织扶贫车间恢复生产，
确保当地贫困户和农民稳就
业，促增收。

上图：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当地
政府部门对到扶贫车间务工
的妇女进行手工刺绣、缝纫
等技能培训。

王炳真摄 （人民视觉）
下图：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区久盛地板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通过“家门口就
业”工程成功入职的村民正
在赶制地板订单。

沈勇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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