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刘勇 孟姣燕

1 月 29 日，湖南日报记者深入省会
长沙多家超市、农贸市场及流通企业、生
产企业探访发现，疫情防控期间，果蔬供
应充分，粮油价格平稳，肉类储备充足，
老百姓的餐桌已有保障。

瓜果蔬菜供应充足，菜价在
合理区间波动

茄子、南瓜、番茄、生菜等等各类蔬
菜堆成一座座橙的紫的绿的小山，喷雾
器喷出水雾保持叶类菜的新鲜，常见的
橙、苹果、香梨均供应充足，车厘子、草
莓、榴莲等也摆满柜台。

1 月 29 日，位于长沙南郊公园附近
的步步高南国店内，各类蔬果基本齐全，
消费者排队购买，工作人员随时上货。

“今早6时到了10吨新鲜蔬菜。”店
长王闪介绍，疫情防控期间，门店每天到
货10吨左右新鲜蔬菜、4吨左右的新鲜
水果，一旦缺货还可随时补货。

“步步高集团物流中心和门店储备
充足，各类物资储备共计28亿元。”步步
高集团总裁陈志强介绍，步步高集团的
蔬菜、水果等均由重点供应商实行日配，
货源有稳定保障。为确保湖南省步步高
超市商品供应，生鲜日均出货量近 400
吨。

位于长沙河西的通程佳惠麓山店
内，市民邱亮前来买菜，他家住得离超市
近，每天都要来采购新鲜蔬果：“菜很新
鲜，数量多，种类也丰富，价格也正常，叶
子菜涨了点价，往常过年也这样，能理
解。”

鼠年春节，蔬菜曾引发了小范围的
恐慌，部分超市短暂断供。“前两天有部
分市民抢购蔬菜，我们进行了紧急调度，
现在门店蔬菜可以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
生活所需。”通程佳惠麓山店店长曾小
红说。

“目前佳惠集团库存能满足 3 个月
的销售量，每天从山东、云南、广西等地

陆续都有蔬菜到货。”佳惠集团长沙分公
司总经理何文介绍，1月26日起，佳惠物
流配送已开始从各第二储备点进行拖货
至总部配送中心，确保佳惠各超市有足
量商品供给。

1 月 29 日，长沙红星农副产品大市
场还没有正式开市，但仍有一些商户恢
复了营业。

长沙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拥有蔬
菜、水果、肉品、水产等9个批零市场，是
湖南人重要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
子”。当天，红星大市场交易蔬菜量为
379万公斤，均价每公斤3.54元；交易量
环比前一天减少 3.07%，价格环比前一
天上涨8.42%。

“目前因部分蔬菜品种供应偏紧，导
致整体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后期市场经
营户全部复场营业，来货量将逐步增加，
蔬菜均价将保持较为合理的区间波动。”
长沙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信息中心经理
张勇介绍，市场已经动员商户尽早开业。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全国去年没有出现重大灾害，菜源
充足，价格方面，菜价小幅波动是市场机
制的反应，商务部门将加强监测调度，防
止价格大起大落，保持平稳。

粮油产品货满架，后续生产
也无忧

1 月 29 日，位于长沙市雷锋大道与
银星路交会处的益优特购物中心超市
里，记者看到，食用油货架上各种植物油
产品琳琅满目，大米区域内袋装米和散
装米都有产品待售，但购买的人并不多。

家住金地自在城小区的肖女士买了
一袋米和一桶油：“没买太多，吃完了再
来，反正这里货多的是。”肖女士春节本
来打算回武冈老家过年的，就没置办年
货了，后来没回乡下，就临时来买点米和
油。

在长沙步步高南国店，粮油区也是
货物满架。店长称，粮油供应充足、价格
平稳。据步步高集团提供的数据，该公司

物流中心和商超门店的大米、食用油等
均储备充足。

佳惠集团介绍，该集团在湖南地区
的主要库存包括大米与五谷杂粮 5000
多吨、食用油1500多吨、面条650吨，可
满足门店2至3个月的销量。

“老百姓现在基本上没有存米过日
子的习惯了，但我们企业的库存还是非
常充裕的。”湖南粮食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全臻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平
常都是根据库存多少来决定何时生产、
生产多少，今年情况特殊，在农历大年
初一、初二就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尽
全力保障老百姓的“米袋子”供给。目

前，集团各相关公司向省内经销商、超
市供应大米等粮食产品的整体情况较
为平稳。在配送过程中，集团粮食产品
到各地级市城区的渠道非常畅通，但到
县市、乡镇的渠道受个别地方防疫措施
管控，程序有所增加，希望相关地方政府
能加以重视。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明亮告诉记者，春节之前，公司供给各
地经销商的食用植物油等产品非常充
足。按原计划，公司定在春节长假之后的
2月2日恢复生产，但受疫情影响，岳阳、
重庆等生产点都按政府相关部门统一部
署要推迟到2月9日才能恢复生产。

“虽然推迟了7天，但不会影响市场
供应。”周明亮说，目前各经销商年前的
存货还能支撑较长一段时间。此外，道道
全公司还有一定的库存，如果某个地方
因特殊情况急需油脂产品，公司可以申
请开辟“绿色通道”立即发货过去。

冻肉储备充分，鲜肉加紧生产

1 月 29 日，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生
鲜市场恢复了节后营业，几个售卖猪肉
的摊点已经开张。

记者看到，这里的冷冻五花肉每0.5
公斤 35 元，鲜五花肉每 0.5 公斤 40 元。

正值上午11时，前来买肉的市民络绎不
绝。

“冻肉充足，鲜肉今天卖完了，还不
确定明天有没有。”彭姓摊主说，因春节
休市和疫情影响，屠宰场不知何时开市，
目前市面上少有鲜肉。

在四方坪集贸市场和步步高南国
店、梅溪湖沃尔玛、华润万家泊富店等超
市，记者发现，都存在冻肉充足、鲜肉缺
货的现象，价格较春节前有所上涨，市民
购买比较理性。

猪肉是老百姓重要的肉类消费产
品，未来市场供应是否紧张？记者相继走
访了批发商、屠宰企业、冷链基地等，一
探究竟。

29日，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白条肉
批发价格为每公斤50元，日交易量约20
吨。

“猪肉价格有所波动，随着屠宰企业
和市场经营户逐步复场营业，供应将逐
步增加。”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副总经理
周健说，目前，市场已与上游定点屠宰场
联动，积极稳定货源。同时，动员商户尽
早开工，适当增加冻肉投放，一定程度上
缓解鲜肉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

屠宰企业何时开工？湖南年屠宰量
最大的屠宰企业湖南红星盛业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将于1月30日正式开市。长株
潭地区重要的猪肉屠宰、生产、加工、销
售企业湘潭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介
绍，为保鲜肉供应，公司只放假 2 天，农
历正月初二就上班了。

29 日下午，记者来到红星冷链（湖
南）股份有限公司，一个个如同大冰箱的
冷库内，货品满满当当、陈列有序。红星
冷链是湖南最大的冷冻食品存储基地，
存储量 20 万吨，主要有畜禽肉食类、水
产、禽蛋、果蔬等2000多个品种。

“目前，库存超过14万吨，其中冷冻
猪肉约有 4 万吨，供应充足，品质有保
障，市民可以放心吃。”该公司副总经理
彭文钊介绍，为了防控疫情，公司已于农
历正月初二开始加大消毒力度，以应对
正月初十开市后的第一波采购高峰。

“保供的同时，我们也在稳价。”湘潭
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伟介
绍，公司拥有3000吨以上冻肉库存和3
万余头活体猪，保障省会猪肉供给没有
问题。同时，公司销售的冻肉价格约为每
0.5 公斤 17 元，大幅低于市场鲜肉价
格。

春节遇上防控期，记者探访省会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百姓餐桌应无虞

编者按
2020年新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新春，正处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关键时期。“粮猪安天下”。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
盘子丰盈与否，关乎人心安、社会稳。湖南日报特派出记者深入省会
市场及流通、生产企业探访。请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湖南日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周月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老百姓生活必需品
供应情况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省
商务厅厅长徐湘平在今天举行的媒
体见面会发布信息称，目前，我省生
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价格相对稳
定，卫生防护用品的货源相对紧张。

从市场监测情况来看，粮类、肉
类、油类、菜类、卫生用品等市场储
备充足。

猪肉方面，春节期间的我省猪

肉价格在全国范围内涨幅不大，
2019 年我省储备冻肉 1.1 万吨，春
节期间承诺投放3000吨，实际投放
2000吨，今年还将储备1.8万吨，可
以保证和满足市场需求。粮食方面，
湖南是粮食大省，大米供应充足。食
用油方面，湖南是茶油大省，成品油
储量可以供应 1 个月时间。蔬菜方
面，全国去年没有出现重大天气气
候灾害，菜源充足，但是春节期间调
度不易，可能有个别超市、某些时段
的紧缺，整体是充足的。

徐湘平表示，猪肉、蔬菜价格小
幅波动是市场机制的反应，政府的职
责是防止价格大起大落，保持平稳。
卫生防护用品销售的货源十分紧张，
原因是全国性的，湖南口罩日生产能
力是76.8万只，远远不能保障供应，
我省已经启动国外进口应急程序，目
标是保证价格的相对平稳。

徐湘平介绍，目前我省实行了
严格的监测调度机制，对全省生活
必需品的库存、供应、价格实行“一
日一报、一日一调度”；启动了防控

期间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供机制，
方案已经制定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
完善；启动了卫生防护用品的进口
应急机制，预计近期将有 300 万至
500万只口罩入境。下一步，防控期
间保供工作将加强组织流通企业、
窗口单位早日开业，长沙所有农产
品市场三天内将全部开业。同时，加
强货源组织、疫情防控、价格监测、
信息披露等，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正
常，保障应急商品调度，保障市场价
格相对平稳。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
口罩等防疫物资出现价格上涨和脱销等情
况。1月29日上午，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对长沙
益丰大药房、养天和大药房、济生大药房等门
店卖场，全面开展监督检查。

“有口罩卖吗？”“涨价了没有？”“能否多
买一些？”每到一处药房，市民总会抛出类似
的疑问。

养天和大药房、海王星辰等多家药店负
责人介绍，近期防疫所需的口罩、消毒液等需
求量剧增，药房采取限购策略，每人每次限
买 3-5 个，以确保覆盖更多的普通民众，价
格与疫情发生前保持一致。老百姓大药房等
多家口罩脱销的药房称，正千方百计联系省
内外口罩生产企业采购调货。

记者随行采访发现，一些预防感冒的药
物，如板蓝根颗粒、蓝芩口服液、连花清瘟胶囊
的价格没有波动，也被放在药店醒目位置，供
市民选购。不过，手套、护目镜、体温计、酒精等
都比较紧缺，多家药店都表示暂时无货。对于
相关防疫用品的到货时间，大部分药店表示已
经全力组织补货，但是无法保证到货时间。

“疫情发生后，口罩一天的销售量相当于
过去几个月的销量。”海王星辰湖南负责人陈
琼说，往常很多人一年买不了几个口罩，但眼
下人们一次买几十上百个，难免供不应求。

陈琼分析，市场需求大幅增加，药店无法足量
储备。春节期间，很多生产企业、物流公司放假，目
前尚在生产口罩的企业，均要优先保障抗疫一线
的医务人员。这些都是导致口罩紧缺的因素。

疫情之下，口罩是重要的防护物品。一时
买不到口罩，市民该怎么做？市场人士认为，
现在，每个家庭基本都已储备了一些口罩，但
无须大量囤积。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无特殊
情况，不要出去与外界接触、不去聚餐、不参
加一些聚集性的活动。等到工厂正常生产，产
量很快就可以补上来。市民不必恐慌。

保供稳价，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
保障。目前我省全力组织督促辖内各类药品及
医疗器械批发企业、零售门店尽早开门营业，确
保生产不停顿、供应不掉链、市场不断供。省内
多家企业紧急储备原料，召回工人，鼓励生产。

截至1月29日，全省连锁类药品医疗器
械经营单位开门营业12782家，占全省连锁类
门店总数的90.1%；单体类药品医疗器械经营
单位开门营业6114家，占全省单体类门店总
数的77.2%。邵阳、常德、张家界、郴州、永州、
怀化等6个市州辖区内各类药品及医疗器械
批发企业、零售门店开门营业率均超过9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凡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的防疫用品和重要民
生商品，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将坚决
严查严打。随着对疫情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推
进，口罩等物资紧缺的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口罩难买，也不必恐慌
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
市场价格相对稳定

长沙农产品市场三天内将全部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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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1月29日中午，通程佳惠麓山店，肉类供应充足。周月桂 摄

上图：1月29日，长沙市天心区向东南生鲜市场，市民选购蔬菜。从
当天开始，该区26个农贸市场除活禽交易外，陆续开市，恢复正常营业。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
者 宁奎 通讯员 陈硕）疫情防
控期，生鲜蔬菜是否供应充
足？1 月 29 日，记者前往张家
界市多个超市、市场，探访食
品蔬菜供应情况。

在梅尼超市，记者发现前来
购物的消费者不少，多集中在生
鲜区选购，商品价格与平日相差
不大。售货员说，这两天蔬菜销售
量猛增，部分蔬菜出现短时间缺
货，但储备充足，随时可进行配
送。在新峰市场明天冷冻海鲜批
发部门店，店长介绍，该店储备了
大量货品，基本可满足需求。

目前，张家界市启动了市
场运行监测应急机制，确定梅
尼超市、步步高超市、叶波大
润华超市等为重点疫情防控
物资储备企业，力保市场供
应。疫情防控期间，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均实行一天一清
洗、一天一消毒、一天一巡查
的“三个一”制度，保障购物环
境安全。

据张家界市城区4大商贸
流通企业商品价格监测和存
量调查显示，该市当前大米、
食用油、猪肉、鸡蛋、蔬菜等主
要生活物资零售价环比持平，
货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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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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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杨淳 杨金蕾）近两日天晴，津市市毛里湖镇
中心村蔬菜种植大户廖先理的菜地里，萝卜、白
菜长势好，但因疫情防控，蔬菜滞销。1月28日
上午，中心村党总支书记马大喜带领村里党员
干部，帮助菜农收割蔬菜，受到菜农称赞。

为保障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津市市

农业部门积极与当地蔬菜种植大户、超市、农
贸市场对接，搭建三方供需平台，对全市蔬菜
基地存园量、市场供应量进行摸底汇总。同时，
发动基层党员干部，帮助蔬菜种植大户收割、
存储、运输蔬菜，优先供应本地市场。目前，该
市新洲镇、毛里湖镇、涔澹农场等蔬菜基地共
储备大白菜、萝卜、菜薹等蔬菜1123吨。

储备蔬菜千余吨

津市确保“菜篮子”货足价稳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郭瑞翔）应对疫情，步步高集团迅速行动，卖场
启动“一级响应”措施，紧急调货保障物资供
应。目前，大米、鸡蛋、水果、肉类储备充足。

记者26日在长沙梅溪新天地步步高智慧
零售旗舰店看到，所有员工佩戴了口罩，并有
专人为员工和顾客测量体温。据介绍，步步高
卖场已启动“一级响应”措施，顾客、员工进店
必须进行体温监测，加大对墙面地面的消毒

力度，接触频繁区消毒清洁达到每小时一次。
步步高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步步高超

市的大米、鸡蛋、水果、肉类储备充足。大米储
备量可持续销售超20天；1月27日、28日会
有1400件产自河北、常德等地的鲜鸡蛋送达
各门店，满足当前的销售需求；苹果、梨、柚
子、香蕉、火龙果等水果的储备量可持续销售
超15天；肉类的储备量可以满足整个春节期
间的销售。

步步高卖场启动“一级响应”
大米、鸡蛋、水果、肉类储备充足

爱心企业捐赠疫情防控急需耗材
1月29日，长沙市雨花经开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坪，工作人员正在将捐赠的防疫物资装车。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该公司在春节期间取消休假，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医用口罩、温度计等防疫物资的
产能。并将一批价值400万元的医用口罩、乳胶手套、医用酒精等一线急需疫情防控耗材捐赠给湖南省红十
字会，并由省红十字会定向转赠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系统和省工信厅对口部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唐俊 欧阳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