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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最景气的盈利周期过后， 生猪市场今年
出现趋势性反转，呈现全面供大于求的局面。

一季度以来，生猪价格快速下跌。目前，
省内生猪市场进入全面亏损阶段， 养猪户出
栏一头生猪，亏损超过300元。

在省内畜牧专家看来， 眼下养猪巨头扩
产能的势头不减，将导致亏损阶段拉长，中小
猪场面临“生存危机”。

行情：出栏一头生猪亏300元
5月16日，浏阳市普迹镇养猪大户欧向阳

出栏80头三元杂交猪，出栏价每公斤9.6元。
“这一批猪出栏，共亏损2.5万元。”欧向阳算

账，按当前猪粮比价，每头猪亏损超过300元。这
还是自繁自养，如果购买仔猪，则亏得更多。

生猪市场大起大落。去年下半年，养猪户
出栏一头生猪， 平均盈利不低于200元。2016
年，生猪市场最景气的时候，养猪户出栏一头
生猪，利润高达1000元。今年春节过后，猪价
大幅下跌，如今出栏一头生猪，普遍亏损300
元左右。

省畜牧水产局最近对全省23个集贸市场
生猪价格监测表明，5月份以来全省生猪价格
在每公斤10元左右徘徊； 仔猪交易均价每公
斤25元；猪肉均价每公斤20.3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三项降价幅度均达30%左右。

生猪价格下跌， 养猪成本上涨。 欧向阳
称，今年养猪的饲料、用工等费用，均比去年
上涨。受进口豆粕、玉米等原料涨价影响，省
内玉米的市场价每吨2150元，比去年上涨100
元，养一头猪的综合成本同比上涨接近10%。

产能：养猪巨头扩建万头猪场
记者最近走访湘潭、衡阳等养猪大市，许

多当地养猪户唉声叹气： 市面上生猪越来越
多，许多万头猪场却还在加紧建设，中小猪场
面临关门转产。

在前一轮盈利周期， 养猪业巨头赚得盆
满钵满。去年下半年以来，养猪巨头凭借资金
实力，加速实施生猪扩产能计划。据省畜牧水
产局统计， 全省83个生猪产业化集群及龙头
企业年内计划投资61.3亿元，两年内将新增生
猪产能566万头。

去年以来， 新五丰公司先后在新化、衡
阳、麻阳等县合作建设生猪养殖项目，扩充90万
头生猪养殖；温氏集团在永州各地新建猪场，
至2020年将实现扩产生猪500万头的目标；
鑫广安公司扩产50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布局
湖南、广西、吉林三个重点区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养猪巨头扩产能
的势头不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前两
年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坚信可以挺过亏损期；
二是新建的现代化养猪场能有效降低成本，
抵御亏损的能力增强。

据以往经验，养猪巨头一旦挺过亏损期，
资本逐利回报丰厚。

趋势：“猪周期”亏损阶段拉长
养猪巨头持续扩产能，将导致此轮“猪周

期”变长，亏损阶段持续时间长，中小猪场面
临淘汰出局。

省畜牧水产局预警，养猪巨头新增产能
的数量远远大于散养户的退市量， 猪源供
给持续增加， 市场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已
经形成。

从全国来看，“南猪北养”发展迅速，北方
主销区向主产区转变，“北猪南运” 挤占市场
份额。据国家相关部门估算，到明年全国生猪
养殖将释放产能3000万头以上， 此轮“猪周
期”将进入深度亏损。

以往“猪周期”，
大致呈现“一年涨、
一年平、 一年跌”的
规律。省内畜牧专家
分析，在当前生猪亏
损行情下，养猪巨头
扩产能的势头不减，
市场消化生猪存量
时间延长，亏损期相
应拉长，或呈现“最
大亏损期”。

调整：中小规模猪场或被淘汰
每一轮“猪周期”，会淘汰一批弱势养猪

户，生猪生产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
回顾前几轮“猪周期”，农村散养户已基

本淘汰。据省畜牧水产局统计，目前全省生猪
规模养殖比重占到70%以上。

此轮“猪周期”，中小养猪场将面临“生
存危机”。省内畜牧专家、湘潭市畜牧兽医
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介绍，上一轮“猪周
期”，该市半数中小猪场因亏损关停。此轮

“猪周期”，资本驱动产能扩张势头不减，年
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猪场估计很难“扛”
过亏损期， 淘汰惨烈程度比上一轮更加厉
害。

如何应对“猪周期”变化，减少行业亏损？
省畜牧水产局拿出的应对预案包括： 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引导养殖规模；及时启动冻肉收
储；扩大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范围；开展生
猪期货业务。

省畜牧水产局武深树博士称， 从长期来
看，我省生猪产业要坚定紧平衡的调控理念，
科学规划养殖规模，控制养猪总量，提升养殖
水平，真正实现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
跨越。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在长沙， 越来越多的便利店， 卖起了凉
面、饭团、三明治、包子、热狗、卤菜甚至虾尾
这些非传统商品，鲜食销售占比达30%以上。

看似不起眼的鲜食， 却是便利店区别于
传统超市小店的核心品类， 也是吸引消费者
进店消费的主要卖点， 其利润往往比其他商
品高， 成为各大便利店之间展开差异化竞争
的关键。但如何继续扩大鲜食产品占比，便利
店还面临许多考验。

便利店里卖兰花干子， 提供
用餐场所

5月18日中午，正是午餐时分，记者在长
沙市芙蓉中路一写字楼一楼看到，一家Today
便利店不断有消费者购买热食。

与大多数便利店不同的是， 这家面积不
大的便利店里， 有很大一部分货架用来提供
鲜食，陈列有寿司、盒饭、三明治、包子、关东
煮、卤味以及颇具湖南特色的凉皮、凉面、兰
花干子，有用来加热和简单处理食物的“小厨
房”，还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摆放餐桌椅。

据了解，这个来自外地的便利店品牌，主
打卖点便是鲜食， 鲜食销售额占比接近40%。
上月，该品牌在长沙一天之内5店齐开，并发布

“战长沙”百店计划，称年内要在长沙开出百家
门店，便利店品牌抢滩长沙可谓来势汹汹。

长沙本土便利店中，千惠、珊珊、汇米巴
等均早已试水鲜食。

千惠与珊珊均为本土连锁超市， 在长沙
已有多年的基础，开店都有数百家，售卖的鲜
食以包点、热狗等为主。相对来说，这两个本
土品牌的鲜食品种较少、占比不高，但却同样
很受欢迎。

长沙市湘春路一家珊珊便利店， 热狗是
最为畅销的商品， 经常一批刚烤好就一售而
空，消费者主要来自附近的学校和网吧。

而汇米巴是本土零售企业步步高集团旗
下的便利店品牌， 目前在长沙有门店162家，
年内计划开到300家。

在湘江中路某写字楼下的汇米巴便利
店，记者看到，不到30平方米小店内，自制盒
饭占去了冷柜近一半面积，盒饭、饭团、寿司，
品种十分丰富， 消费者还可享受微波炉加热
服务。

占便利店商品一成到三成的
鲜食品类，可带来40%的销售额

便利店为何纷纷打起“鲜食牌”？
有统计数据显示， 在走进便利店的顾客

当中，有60%至70%会购买鲜食产品。顾客习

惯买一份鲜食顺带
一瓶饮料或一包零
食，这种“并买”消费
也拉动了销售。通常
情况下，只占店内商
品一成到三成的鲜
食品类，却可以带来
40%的销售额。

记者从步步高
集团了解到，布点在
写字楼及学校附近的汇米巴， 加热速食商品
的销量占到一天销售额的30%至40%。

鲜食已经成为便利店不可缺少的自营商
品，其利润往往比其他商品高，而且也是同行
中差异化竞争优势之一。 如何不断扩大鲜食
产品占比，便利店还面临许多考验。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鲜食销售发展空间
很大，也是很多便利店着力开拓的领域，扩大
鲜食占比， 考验的是便利店自有商品研发以
及中央厨房和冷链的配套。

记者了解到， 在鲜食这方面，“7-ELEVEn”
便利店一直被视为行业标杆，鲜食占比达到50%
至60%。而长沙的便利店，鲜食占比要低很多。

目前， 汇米巴已经建立了自有的鲜食工
厂，拥有高效、安全的三温配送系统，为鲜食
的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

Today便利店长沙负责人表示， 为迎合
本地口味， 将在鲜食品类中加快开发更具长
沙特色的鲜食，联合本土企业开发辣食小吃。

据了解， 目前该品牌的长沙常温配送中
心已经建成，下半年低温仓也将开仓。此外，
该品牌的鲜食工厂也计划年内投产， 借助冷
链及配送系统，把“鲜食牌”打得更好。

经济视野

�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孟强）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2017年我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有326个，
商品成交额3939.96亿元， 同比增长17.7%。
其中，批发市场170个，商品成交额3094.55亿
元；零售市场156个，商品成交额845.41亿元。

专业市场发展快于综合市场， 去年全
省199个专业市场商品成交额占比57.6%，
较2016年提高6.5个百分点。

大型市场集聚度明显提升，10亿元以

上的商品交易市场有57个，同比增加2个，
商品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 占比提高4.6
个百分点；100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6
个，数量同比持平。

在全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中，有
27类商品销售， 其中19类商品成交额增
长。粮油食品类商品销售比重最高，成交额
1314.62亿元，同比增长17.5%；金属材料类
商品销售增长最快，成交额553.89亿元，同
比增长189.7%。

�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谢晖） 华菱衡钢今天传出消息，经
过5年不懈努力，该公司获得世界油田服务
巨头斯伦贝谢-卡麦龙认可， 成为其中国
区首家深海海底管线管合格供应商， 首批
试订单量25吨。

斯伦贝谢-卡麦龙成立于1926年，是
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 在全球
14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根据深海海
底服役环境的复杂性、 安装铺设要求的特
殊性，深海海底管线管必须具有高强度、高
韧性、可焊性、耐腐蚀性、高抗变形等特性，
只有严格控制炼钢、轧管、热处理等各个生

产环节，才能保证产品的尺寸精度、表面质
量、产品可追溯性等，达到相关要求。

在前几年长时间的接触和洽谈的基础
上，今年4月19日，斯伦贝谢-卡麦龙专家
来到华菱衡钢，对相关产品进行现场评审。
4月24日， 斯伦贝谢-卡麦龙告知华菱衡
钢，样管在其实验室进行的3种状态（模拟
实际产品焊接后、6小时焊后热处理和12
小时焊后热处理）拉伸试验结果显示，产品
性能良好，完全满足采购技术规范要求。

目前， 两种试订单产品已发往斯伦贝
谢-卡麦龙服务的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印度
洋深海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村里还有项目没完工，几个产业发展
计划还没定妥，没时间耽误，我会尽快回到
工作岗位……”5月20日，刚从长沙接受开
颅手术回来的邹文，首先惦记的是工作。新
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邓伟眼睛发酸，声
音哽咽，多次劝说他安心养病。

邹文，今年33岁，是新化县奉家镇党委
委员兼群工办书记。7年来，他扎根深山，与
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人们亲切地称他为
“文书记”。前不久，邹文头部剧痛难忍，被
诊断为“第三脑室占位性病变（肿瘤）、脑出
血”，急需手术。主治医生说：“这是长期的
艰苦生活和劳累伤神而引发的。”

大家对这位重病仍不忘工作的“拼命
三郎”肃然起敬。

奉家镇是新化最贫困、最偏远、海拔最
高的山区，这里以高山为主，昼夜温差大，
交通不便，距城区有90公里山路，一些深
山地区至今还使用柴火，群众普遍贫困。

毛家村支书奉光焰告诉记者：“条件太
差，很多外面的干部不愿进来，一些本地的
干部也想方设法要出去。”在镇里工作的年
轻干部，许多通过遴选等方式离开，而邹文
却几次放弃进城机会主动留了下来。 有人
说他“傻气”，苦苦守在穷山沟里，浪费最好
的年华。他却很坦然：“总要有人留在山里，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有人坚守和改变。”

青春因奉献而精彩， 邹文把根扎了下
来。“我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事， 哪些工作最
难搞，你们交给我。”群工办主任奉玉成对
邹文刚来报到时说的话记忆深刻，“有什么
急难险重任务，他总是冲在第一个。”

2017年，村级区划调整后首次村级换
届选举，邹文主动驻点由月光、报木和茶坪

3个村合并而成的百茶源村。他把办公室搬
进了村里， 连续一个多月与党员干部促膝
长谈，向群众宣传换届纪律，帮村里解决实
际困难，改变涣散的风气、解决思想疙瘩。
许多人从最开始的防备、冷淡、不理解，最
后变成了他的朋友。老党员奉孝全笑着说：
“文书记一心为公， 真心为了村里发展，我
们信任他、支持他。”

毛家村想要加宽和硬化旅游公路，提
升旅游品质。邹文说：“路一定要搞，但也要
尽力减轻村民负担。”他和村干部一起现场
调研、对上申报、筹集政策资金，硬是没让
村民出一分钱。 奉光焰感慨地说：“文书记
帮我们忙上忙下， 进县城就有10多个来
回，连饭都没吃我们一餐。”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邹文背上行囊，走
遍了奉家镇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组织志
愿者保护“水口古树群”，保护文化古迹；成
立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杜绝盗猎盗伐；洽谈
旅游项目、联系旅游企业，开发乡村旅游；开
展旅游文化活动，发掘当地民俗风情……偏
远的高山村落，在他的带领下“走出深闺”，
成为新化炙手可热的旅游村落。

说起邹文的工作劲头， 同事们交口称
赞。 奉家镇组织委员谭显安介绍：“他总是
很忙，从没停歇过。”为了方便工作，邹文常
住镇里，结婚生子后还是这样，根本没有时
间照顾家里。父亲身患胃病动手术时，他白
天上班， 晚上开车90多公里回家照料老
人；就连妻子生小孩，都没有耽误过一天工
作；他头痛了3年，一直忙于工作而没有去
检查。

新化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邓伟感慨
地说：“邹文将美好青春甘愿奉献基层，勤
恳务实一片赤诚为村民， 在乡村振兴中闪
耀出共产党员忠诚奋斗的光辉。”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王治宇

“有只鸵鸟不怎么吃东西，你来看看。”
5月20日， 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石湖村鸵
鸟养殖场里，饲养员发现了状况，立马向夏
凯求助。

“先把它隔离，让它空腹，注意观察。”夏
凯一边说，一边熟练地用脚趾翻阅起自己留
存在手机里的学习笔记，准备开“方子”。

夏凯会的，可不止是给鸵鸟看病。双袖
空荡荡的他，会用脚洗脸穿衣、洗衣做饭、
写字画画、游泳开车……“只有你想像不到
的，没有我做不到的!”夏凯乐呵呵地说。

夏凯于1979年出生在益阳市资阳区
一个普通职工家庭，4岁时因意外触碰到高
压电，双臂被齐肩截肢。5岁那年，母亲听说
游泳对烫伤的皮肤有好处， 便用澡巾系着
小夏凯的胸脯， 开始教他游泳。12岁时，没
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夏凯参加了省第三届
残疾人运动会， 获得游泳4个项目亚军，从
此与游泳结下不解之缘。

在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2000年悉
尼残奥会、2004年雅典残奥会上， 夏凯收
获2银2铜；在1998年世界残疾人游泳锦标
赛和2003年世界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均
获1金……8年间，夏凯在高手如云的世界
级竞技赛场上， 捧回了沉甸甸的34块奖
牌，被人称为“无臂蛙王”，还被评为“湖南
省新长征突击手”。

2005年退役后，夏凯把所有奖牌压到
箱底，站到另一条起跑线上，开启人生新一

程拼搏之旅。很快，他成了家，有了孩子，但
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连养家糊口都困难。
“以前在国家队，一场训练下来，体内水分
消耗足有1公斤重，累到淋浴时都是瘫在地
上洗。那样的苦，我都能吃；生活中的这点
难，又算得了什么？”沮丧时，不服输的夏凯
这样不停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这些年来，夏凯一直奔跑在路上。他做
白酒、饮料代理，一家一家上门推销，将桃
江县200多家乡村超市发展成了自己的客
户，养家糊口早已不成问题了。这期间吃过
多少苦、流过多少汗，他不愿回忆，只是说：
“要是有更好的选择， 我不想再受那样的
苦。”

“更好的选择”于去年底很偶然地来到
了。 夏凯在微信上看到广东汕头一家公司
养殖鸵鸟，效益可观，立马邀合作伙伴去考
察学习，并迅速找好场地建起养殖场。只要
有空闲，夏凯就从书中学、到网上找、向专
家咨询，没出2个月，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半
个鸵鸟养殖专家。

如今， 养殖场里首批30只小鸵鸟，已
从一两公斤长成了80多公斤的大鸵鸟，而
夏凯也成了当地有名的“鸵鸟大王”，吸引
不少人来参观。“按目前行情，30只鸵鸟一
年能获利15万元左右。等我把路子摸熟了，
我就扩大养殖规模， 带领乡亲们一起致
富。”“鸵鸟大王”的心思，原来在这里。

从“无臂蛙王”，到酒水代理商，再到
“鸵鸟大王”， 夏凯的每个转折点都是他人
生下一次冲锋的起点。

生猪价格大跌，养猪巨头扩产能的势头不减，此轮“猪周期”亏损阶段拉长———

养猪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 � � �在传统商业概念中，便利店主要售卖日常生活用品。而如今的
便利店却多了一副“速食小店”的模样———

鲜食便利店“战长沙”

全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326个
2017年商品成交额近4000亿元，同比增长17.7%

华菱衡钢获油服巨头供货“通行证”
首批试订单25吨

邹文：青春因奉献而精彩

夏凯：“无臂蛙王”变“鸵鸟大王”

5月21日，长沙市梅溪湖路西延线（泉水路）景观绿带，市民在盛开的花丛间散步。当前，该段绿带连片的滨菊、天人菊、
格桑花竞相开放，不少市民慕名前来，赏花观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畅游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