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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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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內地生豬存欄量的持續增長，豬肉價格進入下行通道。廣東多
家供港養殖場表示，後續供應量有望繼續上升，價格也有進一步下降的空
間。位於肇慶的廣東廣三保畜牧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疫情並沒有
影響公司生豬正常養殖，在海關等多部門的助力下，活豬可以快速、順暢
地抵達香港。目前，每月向香港輸送生豬在3,000頭至4,000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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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馬光子「現身」助尋宇宙起源 男多女少非「娶妻難」決定因素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17日公布，國
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
（LHAASO）」記錄到
1400 萬 億 電 子 伏 特
（1.4PeV） 的 伽 馬 光
子，這是人類迄今觀測
到的最高能量光子，有
助於進一步解開宇宙線
的奧秘。該研究工作由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牽頭的
LHAASO國際合作組完成，研究成果17日
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發表。
高海拔宇宙線觀測站（LHAASO）是

以宇宙線觀測研究為核心的中國重大科技
基礎設施，位於四川省稻城縣海拔4,410米
的海子山，佔地面積約1.36平方公里，是
由5,195個電磁粒子探測器和1,188個繆子

探測器組成的一平方公
里地面簇射粒子陣列
（簡稱KM2A）、78,000
平方米水切倫科夫探測
器、18台廣角切倫科夫
望遠鏡交錯排布組成的
複合陣列。
LHAASO採用這4種

探測技術，可以全方
位、多變量地測量宇宙
線 。 2020 年 1 月 ，

LHAASO完成了1/2規模的建設並投入運
行，同年12月完成3/4規模並投入運行。
2021年，LHAASO陣列將全部建成，

成為國際領先的超高能伽馬探測裝置，投
入長期運行，從多個方面展開宇宙線起源
的探索性研究。據悉，此次觀測成果是基
於已經建成的1/2規模探測裝置，在2020
年內11個月的觀測數據。

本港過去一年日均活豬供應及拍賣價
2020年活豬供應

時間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1年活豬供應
1月
2月
3月
4月

資料來源：食物環境衞生署

內地
進口活豬
1,694
1,725
1,895
1,866
1,755
1,782
1,942
1,990

1,757
1,706
1,805
1,836

本地
活豬供應
297
316
335
302
307
303
284
336

362
380
270
286

總活豬
供應
1,991
2,041
2,230
2,168
2,062
2,085
2,226
2,326

2,119
2,086
2,075
2,122

拍賣價
（港元）
3,026
3,092
3,152
3,158
3,102
2,873
2,686
2,990

3,552
3,381
2,952
2,633

第七次全國人口
普查結果顯示，男性
人口為 72,334 萬人，
51.24%；女性人口為
68,844 萬 人 ， 佔
48.76% 。 男 比 女 多
3,490萬人。有說法認
為，這些男性將「打
光棍」。男性婚姻壓
力是否增大？
17日，國家統計

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
在新聞發布會上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
付凌暉表示，這3,000多萬人分布在不

同的年齡，其中，20-40歲適婚年齡男性比
女性多1,752萬人，性別比是108.9。
付凌暉稱，青年當中，男多女少問題

是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但是婚戀關係的
確立，受年齡、生活地域、個人品德、教

育水平、價值觀念、
家庭背景等諸多因素
的影響，年齡只是其
中一個方面，應該從
多角度研究當前面臨
的婚姻問題。
付凌暉認為，隨

着全面兩孩生育政策
實施，以及經濟社會
發展帶來的生育觀念
的轉變，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比也在逐步下

降。
數據顯示，總人口性別比和出生人口

性別比均有降低。其中，總人口性別比
（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
105.07，與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
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1.3，較2010年下降
6.8。我國人口的性別結構持續改善。

■LHAASO觀測到伽馬光子。
受訪者供圖 ■專家呼籲從多角度研究當前面臨的婚

姻問題。 資料圖片

養殖未受疫情影響 兩廣出欄量持續上升

供港活豬增 降價逾兩成

「之前出欄批發價每公斤都是30多
元，如今只要20多元，降價幅

度約二到三成。」這位負責人說。
供港活豬數量仍在進一步上升。位

於廣東河源的東瑞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是內地供港活豬供應量前三的公
司，超過85%的出欄生豬供應香港，全
港活豬市場佔有率20%。據該公司介
紹，4月份，公司共銷往香港超過1.75
萬頭活豬，比去年月平均水平多3,000
多頭。未來，公司將進一步擴建規模，
增加供應大灣區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非洲豬瘟、環

保整治等原因，內地部分養殖場此前曾
減產或停產，如今非洲豬瘟疫情影響下
降，環保整治已多到位，供港生豬供應
量料持續上升。
據汕尾豐田畜產有限公司負責人介

紹，該公司此前停止供港數月，隨着合
作養殖場陸續恢復產能，今年7月，公
司將恢復向香港供應活豬。
在廣西，廣西供港生豬的價格也下

降不少。據廣西最大的供港生豬養殖
場——廣西農墾永新畜牧集團有限公司
良圻原種豬場銷售部部長劉欽華介紹，
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供港生豬出場價
格同比回落了約四分之一。
「和去年同期相比，供港豬價格確

實下降了不少，不過這兩天受海關休息
等因素影響，供港生豬價格又開始回升
了。劉欽華耐心地解釋道，由於該公司
供港生豬採取將生豬運輸到香港後，再
由香港拍賣行進行拍賣的「售後模
式」，價格主要以當日價格拍賣價為
準，所以價格短期內來看波動較大。
「我們前一天發貨，第二天抵港，因此
現在周二到周六的價格會比較低，而到
周末受海關休息不監裝、供港生豬供應
量減少的影響，價格會稍微上漲。不過
即便是香港拍賣市，在內地豬肉價格持
續走低的背景下，供港生豬整體價格還
是在下降的。」

料標豬價格將上漲

而生豬出欄量提高，供應量持續增
大，也正是促使內地豬價「下跌風」越
颳越猛的關鍵因素。「現在市場牛豬存
欄量高，也導致市場供大於求，所以內
地生豬價格『跌跌不休』。不過供港豬
多是標豬，標豬在市場是頗受歡迎的，
價格估計不會繼續暴跌。再加上受新一
波非洲豬瘟的影響，豬肉價格還有新一
輪上漲的可能。」劉欽華告訴記者，目
前該豬場的供應量也「穩中略有上
升」，平均每天有 200-300 頭生豬發往
香港。

■■內地豬肉價格下降內地豬肉價格下降，，
市民買豬肉意願升市民買豬肉意願升。。

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4
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
年實際增長9.8%，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17.7%，
增速分別較3月回落4.3個、
16.5個百分點，雙雙低於市
場預期。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
人付凌暉表示，受上年同期基
數逐步抬高的影響，多數生產
和需求指標比3月按年增速有
所回落，從兩年平均增速和按
月增速來看，經濟運行繼續保
持穩定恢復態勢。

消費拉動經濟續升

「經濟運行的恢復態勢
沒有改變。」付凌暉分析
指，全球經濟在持續恢復，
有利於外需增長。內需恢復
在穩步推進，隨着就業改
善、居民收入增加、整體消
費環境改善，消費對於經濟
增長的拉動還會持續提升；
企業效益改善明顯，一季度
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達到歷
史同期較高水平，市場需求
訂單、企業預期等情況較
好，有利於企業投資增加。
另外，減稅降費、研發費用
加計扣除等一系列支持企業
的政策還會繼續發揮作用。
綜合上述因素，將對經濟持
續恢復較好支撐。
付凌暉亦強調，當前部

分國家疫情出現新變化，可
能對世界經濟恢復前景造成
不利影響。短期內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上漲對國內部分上
游行業原材料價格的推動，
可能會對下游企業生產經營
帶來壓力，需要採取有效措
施，加強原材料市場調節，
推動企業平穩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