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蔬菜不缺，但
是，你一抢，就缺了……

大过年的，咱不抢了，好好过日子，
行不？ ”近日，一则超市的温馨提示
上了“热搜”，反映出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严峻之时百姓对于生活
物资供应的担心。实际上，目前我国
各地的生活物资供应是比较充足
的。

在 2 月 3 日国务院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连维良表示，从供应情况来看，全国
绝大多数生活物资， 特别是食品供
应是有保障的。 下一步在保障方面
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即增供应、
稳价格、优秩序、保重点。 而为了保
障生活物资供应， 各地也采取了多
种措施。

本报记者 刘 群

疫情防控期间，为准确掌握蔬
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变化，连
日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迅速行
动，各部门联防联动，深入市场、企
业一线，全力做好价格监测和服务
保障。 包河区建立了区应急物资协
调储备群，多渠道筹集协调辖区企
业供应应急物资，先后为医护人员
筹措口罩、消毒液及维生素 C 等物
品，以满足应急防控之需。

为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1 月
28 日起，包河区启动部分粮油副食
品价格监测工作，将滨湖万国农贸
市场和康园菜市场作为价格监测

点，每日监测上报含粮、油、肉、蛋、
奶、 蔬菜等 28 个品种的食品价格。
截至 1 月 31 日，监测点市场价格总
体平稳，在售菜品逐步增多。 此外，
包河区组织人员， 每日实地巡查一
家大型超市、一个菜市场、一个连锁
大药房， 对涉及居民生活基本需求
的粳米、面粉、大豆油、猪肉等 28 种
粮油副食品和 6 种疫情防控商品的
销售价格进行登记。

据了解， 包河区大圩镇蔬菜基
地每日可向合肥市场供应 2 吨蔬
菜。 与此同时，包河区协调辖区同
庆楼等多家餐饮企业， 为附近居民
免费赠送蔬菜、水果等食品原料，配
合政府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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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组织衔接产销 蔬菜价格继续下降

全国各地想方设法保障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李 祥

2 月 2 日， 在海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颜人才表示，目前，海南
的肉、禽、蛋、蔬菜、水果、水产品等
重要商品价格总体保持平稳，市场
货源比较充足，供应较为稳定。

疫情防控期间，海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启动特殊时段价格监
测日报制度，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市
场监测、巡查、监管，做好猪肉等
“菜篮子”产品储备和投放工作，及
时发放物价联动补贴，缓解物价对
困难群众生活的直接影响。 做好岛
内瓜菜的收购和岛内销售工作，落
实瓜菜进岛减免过海费用政策，增
加调菜积极性和蔬菜供应量，确保
海南“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 目前，海南的肉、禽、蛋、

蔬菜、水果、水产品等重要商品价
格总体保持平稳，市场货源比较充
足， 供应较为稳定。 粮油供应正
常， 大型粮食集散地、 农贸市
场、各大商超在春节前已备足货
品供应市场。 同时，地方粮油储
备充足，必要时可投放市场满足消
费需求。

此外，当前，海南的煤、电、油、
天然气等生产要素保障总体安全
稳定。

颜人才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
化价格应急监测工作，落实好疫情
防控期间粮油保供稳市“五联防”
制度，确保粮油供应不脱销、不断
档，确保粮油市场运行平稳。 在原
有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基础上，增加口罩、酒精、洗手液、
消毒液等急需医疗物资的价格应
急监测；做好煤电油气运及重要物
资运行情况的监测。

王爱坤 本报记者 伍保丞

记者从 2 月 2 日召开的吉林
省人民政府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民
生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吉林省
在全力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同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
保障工作，始终坚持“两手抓”，一
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民生保障，
要求全力以赴保民生，切实做好市
场保供稳价等工作，要保障老百姓

“菜篮子”“米袋子” 以及各类生活
品充足。

据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高材
林介绍，关于当前生活必需品供应
保障问题，各级商务部门按照“米
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要求，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
市场稳定供应。 从目前的情况看，

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供求基
本平稳，没有出现因供不应求而引
发的市场波动情况。

近期，各级商务部门和企业还
在全力调运补货， 增加市场供应。
比如，近日长春市生猪日上市量为
3000 吨， 禽类日上市量 3 万只，蔬
菜日上市量 3000 吨， 并投放 1500
吨市级冻猪肉储备；白山市在现有
7 天保障能力的基础上再增加 3 天
储备量， 第一车鲜蔬已于 1 月 30
日到货；白城市保胜农产品批发市
场 1 月 31 日鲜菜进货量为 203.8
吨，确保全市“菜篮子”供应。

从目前的情况看， 全省口罩、
药品、 消毒杀菌用品等商品缺货、
断货情况较为普遍，但重要商品及
百姓生活日用品的价格基本保持
稳定。

住进新房 种花魔芋 搞起电商

全村都看到了致富希望
谭仕科 付佳杰 本报记者 徐民

美姑县位于四川省西南、凉山
彝族自治州东北部，位于黄茅埂西
麓、大凉山腹地，属于国家级深度
贫困县，系“全国十大贫困县”，极
度贫困的候古莫乡位于县境西部，
沙溪洛村一直是该乡 13 个村中最
穷的一个。

西昌学院定点帮扶沙溪洛村，
通过人才培养、教育互助、科学研
发、产业共建、文化艺术服务、健康
服务、以购代捐等方式使沙溪洛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村民
从物质到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根本
改变，过上了新生活。

66户贫困户住进新寨
1 月 7 日清晨，美姑县侯古莫

乡沙溪洛村寒意料峭，居住在山坳
中的曲木阿加起了个大早，她打扫
完院子后， 又开始在客厅拖地，这
个习惯自从新居修好后就养成了。

据村书记沙马拉火介绍，彝家
新寨由政府统一规划， 为四合院
式，外观统一为白色外墙，红色屋
檐，青色顶瓦。

曲目阿加的家里有 5 口人，按
规定分到了占地面积为 120 平方
米的院子。院子大门左侧有一排低
矮的小房， 这里是自建的猪圈，可
以养 20 头猪； 进入房门左侧是独

立厨房，碗柜、冰箱、橱柜等一应俱
全，厨房的墙上挂满了腊肉。 厨房
对面是单独的粮仓，粮仓内装着各
种干粮， 外墙横梁上挂满了玉米；
在粮仓的另一侧是单独的澡堂，由
于大凉山阳光充足，澡堂的热水由
太阳能供应，太阳能热水器由政府
统一配置。

村第一书记梁春带记者进入
房间，客厅非常大，地面铺着瓷砖，
墙上挂着各种时尚图片， 沙发、电
视、音响、衣柜、储物柜、餐桌摆放
有序，最吸引眼球的是屋顶中央装
饰着的红色五星，五星中央是圆形
的吸顶灯。

“这里的老百姓房屋的天花板
上很多都装有红五星，他们的意思
是，过上好日子不忘共产党。”梁春
说。

“以前，由于居住环境差，山上
又缺水， 很多人一辈子只洗几次
澡， 没有洗衣服和被子的习惯，有
的村民还人畜混居。 现在，我们穿
得干净了， 有了单独的猪圈和鸡
舍， 就连洗澡的地方也单独建了，
而且进贫困户的家里还要脱鞋，这
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根本
不晓得什么叫拖把，现在全都用上
了。 ”沙马拉火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 该村共有 102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66 户，
如今，这 66 户都住进了彝家新寨。

种花魔芋带来致富希望
沙马拉火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他当过兵，退役后就开始担任沙溪
洛村村书记，至今已经 23 年了。据
他介绍， 以前由于村子在高山上，
只能种苞谷、荞子、洋芋，在全乡
13 个村排倒数第一名。“我在当兵
之前都没有吃过大米和白面，一年
也只能吃两三次猪肉。 ”沙马拉火
说。

后来，西昌学院开始定点帮扶
沙溪洛村。西昌学院选派优秀干部
莫色所及担任驻村工作队员，选派
3 名彝族优秀大学生到村里开办
暑期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班，为
35 名学生进行义务辅导。

在产业帮扶上，学院帮助村里
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并出资 8 万
元帮助村民种植花魔芋。

“没想到，在西昌学院的帮助
下，在我们村这样的土地上也能种
出优质的花魔芋， 每亩产量达到
6000 斤以上， 按照商品芋 3 元一
斤的价格， 可以卖到 18000 元以
上， 农民每亩纯收入至少能达到
12000 元，这 8 亩花魔芋的种植成
功让全村都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
沙马拉火说。

沙马拉火还告诉中国商报记
者， 今年预计全村户平均可种植
0.5 亩花魔芋。明年，全村将继续扩
大种植面积，村民将会实现真正的
产业致富。

除此之外，西昌学院畜牧专家
还对村民进行了科学养殖家禽、疾
病预防技术的培训和指导，整村推
进母猪饲养、黑山羊饲养、肉牛养
殖、岩鹰鸡养殖等项目，并通过“以
购代捐” 购买价值 12 万元的黑山
羊的方式让村民得到实惠。

梁春书记告诉记者 ， 截至
2019 年年底， 沙溪洛村贫困人口

313 人实现了全部脱贫。

搞电商 土豆卖了两万多
为了改变彝族村民的生活习

惯，西昌学院在村里开展了“四好
创建”和“五洗工程”，实现“教育一
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
社会”目标，真正让老百姓住上好
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
成好风气。

习惯变了，村民的思想意识也
在发生转变。阿力非日告诉中国商
报记者，以前，村民的市场意识较
淡薄， 认为卖东西是非常丢人的
事。现在，经过扶贫工作组的帮扶，
村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2017 年，
村里指派专人进行网上销售，仅土
豆一项就卖了两万多元。 以后，城
里人想吃岩鹰鸡、跑山猪肉、无公
害蔬菜，都可以在网上下单由村民
通过物流发售。

记者采访发现，沙溪洛村两委
会和驻村帮扶工作队全面进行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通村道路硬化可
以直达彝家新寨，农作物可以直接
装货上车送到客商手里。

此外，装饰一新的村委会办公
楼已经验收使用， 图书室、 卫生
室、农民夜校培训室等惠民设施
齐全。

“由于西昌学院进行教育扶
贫、产业扶贫，实施就业技能培训，
从根本上促进村民脱贫，如今的沙
溪洛村已经从过去的全乡倒数第
一变成了全乡第一名，也成为了全
县扶贫工作的示范点。 ”梁春说。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中午，西
昌学院引进人才何文海博士正式
扎根沙溪洛村。西昌学院副院长曲
目伍各表示，将学校引进的博士人
才放到村里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扶
贫工作，让彝家新寨的村民接受新
知识，从脱贫路走上小康路。

本报记者 张仲超

正月初九，随着返程客流的逐
步回升，上海蔬菜供应跟得上吗？

蔬菜供应能否有保障，批发市
场是龙头。 中国商报记者日前从上
海蔬菜集团旗下江杨农产品批发
市场获悉， 市场内蔬菜经营户的
“上座率” 已从年初五前的三成提
升到五成，肉类经营户“上座率”回
升得更快，从年初五前的不到一成
已回升到五成左右。

市场内，蔬菜批发价格随着近
几天上海市场供需关系的日趋平
稳也大幅回落。 在客菜区，一位来
自山东寿光姓徐的经营户告诉记

者， 目前他的日销售量已达到 20
吨， 接近正常时期日均 25 吨的水
平。“现在的价格与春节期间的最
高价相比，打了对折还不止，有的
品种只有春节期间最高价的三成
左右。 ”徐老板说，“山东有的是菜，
欢迎大家来采购。 ”

江杨市场是上海最大的郊菜
批发市场，也是价格的风向标。 在
郊菜批发区，矮脚青菜、小菠菜、塌
棵菜、芦蒿、芹菜、香菜等，应有尽
有。 到了下午，记者看到不少经营
户挂出“跳水价”，上面写着：西兰
花每 500 克 2 元（整筐）、有机花菜
每 500 克 1.5 元（整筐）、卷心菜 20
元 / 包（共计 15 公斤）……一位市

场管理人员说， 经过他们摸排，几
个大路菜的价格较春节期间的最
高价均有明显下降。

一位来自太仓浏河的杨姓经
营户说，他的摊位目前每天供应量
为 1 吨， 基本恢复到了节前水平，
批发价格也跌落至春节期间最高
价的四到五成。

江杨市场总经理刘智刚告诉
中国商报记者，抓疫情防控和抓保
供稳价，两手都要硬。 据介绍，疫情
发生以来，江杨市场及时建立“管
家模式”，六大经营管理部门的 115
名责任人与整个市场的 2752 户经

营者进行“认领对接”，牢牢掌握责
任区域内人员的春节去向、返沪时
间、接触人员和身体状况等，起到
了“人盯人，盯紧人”的作用。

另外，记者从农工商超市和联
华超市获悉，两大商超集团目前蔬
菜日供应量均为 200 吨。 联华超市
相关负责人士说：“一方面，超市卖
场周围的菜市场、农贸市场、菜店
这两天已陆续开业， 顾客得以分
流；另一方面，顾客也日趋理性。 联
华超市表示，从初五、初六开始，蔬
菜价格逐步回落，目前，有些蔬菜
品种的价格比节前还低。 ”

本报记者 林茂阳

近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制定
下发《关于落实疫情防控部署切实
做好粮油保供稳价工作方案》，围
绕确保全省应急供应网点不出现
脱销断供、保障全省大米应急加工
能力跟得上的目标，出台了九项具
体措施。

方案要求，各级每日应报送辖
区内供应网点和加工企业销售、库
存、加工情况；在全省启动粮油市
场价格监测每日一报制度，全面精
准掌握应急加工的企业、 应急网
点、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库
存和销售情况；督促全省粮食应急
加工的企业抓紧恢复生产，每日保
持不低于日加工能力的成品粮库
存量； 根据粮油市场形势变化，择
机投放政府储备粮，保持本地区粮

油市场基本稳定； 暂停各级地方储
备粮轮换出库，以备急需。

该方案还要求， 要积极做好正
面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
实信息； 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打击串通涨价、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哄抬
价格、 不执行明码标价以及价格欺
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省、市、县三级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设立群众
热线电话，受理群众反映的粮油
购销问题。

据悉，截至 1 月 30 日，福建省
各地粮食加工企业陆续开工生产，
生产能力加快恢复。 123 家进行大
米应急加工的企业已有 87 家开工
生产， 加工能力达到 1.2 万吨。 目
前， 全省在库粮食地方储备 342 万
吨，库存大米 11.8 万吨。 各市（县、
区）供货渠道畅通，市场货源充足，
销量明显回落，价格保持平稳。

近日，浙江省
有关部门表示，未
来一周该省预计
可收获蔬菜 37 万
吨，并开设绿色运
输通道，保障民众
生活需求。 图为浙
江一超市内的消
费者佩戴口罩购
买蔬菜。
CNSPHOTO提供

编者按

上
海

蔬菜价格明显回落 有些品种低于节前
顾客日趋理性，从初五初六开始，蔬菜价格逐步回落，目前有些蔬菜品种价格比节前还低。

福
建

九项措施确保不脱销断供
各地粮食加工企业陆续开工生产，123 家大米加工
企业已有 87 家开工生产，生产能力加快恢复。

吉
林

保障菜篮子米袋子充足
吉林省目前市场货源充足、 品种丰富、 供求基本平
稳，没有出现因供不应求而引发市场波动的情况。

海
南

市场货源充足 供应稳定
在做好岛内瓜菜的收购和岛内销售工作的同时，落
实瓜菜进岛减免过海费用政策，增加蔬菜供应量。

合
肥
包
河
区

每日监测食品价格
每日实地巡查一家大型超市、一个菜市场、一个连锁
大药房，对重点商品的销售价格进行登记。

图为曲目阿加在家中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徐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