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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娴

养殖户每出笼一只鸡要亏损
8至10元

尽管我省目前尚未接到H7N9禽流
感疫情报告， 也未监测到H7N9禽流感
病毒，然而，人们的恐慌导致市面上家
禽少人问津，家禽几乎滞销，养殖户受
损严重。

湘佳牧业是省内肉鸡养殖龙头企
业， 平常家禽的日销量为10万只左右，
可自从有关H7N9禽流感的消息一出，
家禽日销量已锐减至不到2000只。

家禽价格大幅下跌，养殖户现在每
出笼一只鸡就要亏损8元至10元。 据省
畜牧局测算， 当前全省有近7000万羽
家禽无法正常出笼，直接经济损失在10
亿元以上。

上游的种鸡企业跟着陷入困局。我
省鸡苗价格已从原来的每羽3元左右下
降到每羽0.5元。 种禽公司不得不停止
部分禽舍的孵化生产，贱价处理甚至掩
埋、焚烧雏禽。 4月15日，长沙县安沙镇
某孵化场即掩埋处理鸡苗1万多羽。

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人们不禁要

问，家禽养殖，为何不投保？

只保自然灾害、疫病等，
不保市场风险

目前，我省由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
理赔品种有10个：水稻、棉花、油菜、玉
米、甘蔗、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公益
林、商品林。 为何没有将家禽纳入财政
补贴的农业保险品种？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
险品种主要针对大宗农产品，由财政部
拟定农业保险目录，而禽类暂时没有列
入农业保险目录。

目前，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中国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中华保险湖南
分公司经营。 其中，中国人保财险湖南
省分公司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中国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农险事
业部/三农保险部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宁
松认为， 要将家禽纳入农业保险范畴，并
全面推开，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依据
中央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遵循“低保
障、广覆盖”的原则，只有大面积的养殖企
业、规模养殖户都有需求并投保，保险业
才有可能在正常年景下实现收支平衡，略
有盈余；二是必须有一定的财政保费补贴
支持， 因为家禽饲养行业风险不确定性
大，预期收益低，保费支付能力有限。

作为一名从业30多年的保险高级
管理人员，宁松回忆，早在1986年，他担
任中国人保长沙市郊区支公司经理时，
就承保过天心饲料公司种鸡场的种鸡

保险。 当时每只种鸡的保费几毛钱，保
额为一二十元。 然而，死亡率达到12%
左右，保险公司的赔款接近保费收入的
3倍。经营3年后，由于鸡场改制、风险不
断加大等原因，这个种鸡保险也就由此
中断。

针对目前省内因为盲目恐慌而导
致的家禽产业受损， 宁松告诉记者，农
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因保
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 意外事
故、 疫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活动。 因此，即使我
省开展禽类保险， 理赔范围也只限于

“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
或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并不能用来抵御因滞销而带来的市场
风险和损失。

开展禽类险，需综合考虑
财政实力

在省财政厅下发给市（州）、县（市、
区）的有关文件中可见，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如柑橘、油
菜、特色养殖等）。但省财政厅有关负责
人也表示，从全省层面而言，禽类保险
不是想开展就能开展的，还须经过大量
的调研，保险公司也需要经过精算等程
序确定保险费率，财政也需根据自身财
力综合考虑，量力而行。

据介绍，今年10大农业保险省级保
费补贴预算达4.2亿元， 加上中央保费
补贴7亿元， 全省的中央和省级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就达11亿多元。
“从长远来看，发展家禽险是有必

要的。 ”宁松认为。
业内人士认为， 排除禽流感影响，

禽类消费处于上升空间，家禽养殖产业
更需要保险作为保障。 另外，农业险的
背后是巨大的农村市场，如果得到有效
开发，保险前景很广阔。

据了解，目前中国人保财险在家禽
保险方面也在一些省份试办，如青海的
鸡养殖保险条款中规定，对“每批次鸡
舍饲养鸡只2000只（含）以上；鸡场选
址须在非蓄洪行洪区且在当地洪水水
位线以上，舍内光照、温度、相对湿度适
宜，通风良好，有防暑降温措施，场舍定
期消毒；投保鸡只品种必须在引进后当
地饲养1年以上， 经畜牧兽医部门验明
无伤残、疾病，营养完全，饲养密度合
理”的鸡只可进行投保，保险责任为在
保险期间内，由于“火灾、爆炸、雷电、飞
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的坠落、洪
水、暴雨、风灾、冰雹；高致病性禽流感”
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鸡只的死亡，按照
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近年来，中国人保财险在我省的农
业保险运行情况趋于正常，“只要没有
大面积自然灾害、重大疫病等造成巨额
损失，保险公司经营并不会出现大面积
亏损。 ”宁松表示，如果我省对家禽保险
有大量需求， 并获得财政保费补贴支
持，中国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有能力
将家禽保险开展起来。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易娟 蒋艳 刘清泉）4月3
日至10日， 蔬菜价格上涨9.6%；4
月10日至17日，上涨16.21%。在经
历了连续两周的大幅上涨后，由
于供应量的增加， 长沙市的蔬菜
价格终于出现回落。 长沙市物价
局价格监测中心今天发布最新一
期监测数据显示， 蔬菜整体价格
下跌6.74%。

据62个主要粮油副食品市场
监测数据显示，本期（4月17日-4
月24日，下同），长沙市粮油、副食
品市场运行平稳，8大种类商品5
跌2涨1持平。 其中：成品粮、蔬菜、
水果、调味品、副食品均价分别为
3.00元、3.79元、3.82元、5.63元、
16.10元，与上期（4月10日-4月17
日， 下同） 相比分别下跌0.36%、

6.74%、2.16%、0.29%、11.89%；肉
蛋类、水产类均价分别为22.19元、
9.81元， 与上期相比分别上涨
1.14%、2.68%；食用油价格与上期
持平。

监测的15个蔬菜品种14跌1
平，出现整体回落，15个品种蔬菜
均价为3.79元/500克， 下跌幅度
为6.74%。 有4个品种跌幅在8%以
上，分别为黄瓜、茄子、豆角和胡
萝卜。

长沙市物价局价格分析师认
为，近期天气逐渐变暖，本地蔬菜
大量上市， 根据马王堆蔬菜批发
市场提供的数据，4月17日蔬菜上
市交易量为610万公斤，4月24日
的上市量达到730万公斤。蔬菜供
应量的大量增加， 迅速平抑了前
期的上涨势头。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刘
凌 ） 今天，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
沙高新区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3方决定发挥各自优势， 在
长沙高新区共建环保部环境规划
院南方分院， 联手进军环保产
业。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负责人介
绍， 这是我国环境规划“国家
队” 首次与地方环保企业、 园区
开展“产研” 合作。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是我国环
境规划的最高机构， 是我国唯一
的国家级专业环境规划科研团
队，拥有强大的技术、人才、信息

等优势。 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我省的环保龙头企业，在
治理PM2.5、重金属污染等领域具
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 长
沙高新区拥有100多家环保企业，
是我省最大的环保产业基地。 3方
此次强强联手， 将在长沙高新区
建设10大环境服务平台， 建设环
境规划院、设计院、博士后、院士
工作站、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技术中心、中试基地、环境污染治
理运营中心等研发、制造、产业基
地， 最终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
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心， 成为湖南
环保产业的“硅谷”。

本报 4月 24日讯 （记者
李特南）4月23日，英中贸易协会
在长沙设立代表处。

英中贸易协会（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简称CBBC）是
由英国政府及工商界共同支持的
非盈利性对华经贸促进机构。作为
中英两国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之
一，近60年来英中贸易协会致力于
发展两国经贸活动，深受两国企业
界好评， 也为两国政府高层所倚
重，曾多次组织有两国商贸部长参

加的大型活动，并参与接待包括国
家首脑在内的重要官员。

近几年来, 随着我省经济的
快速发展,以及对英贸易的增长,
众多英国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
湖南。 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白
乐威爵士表示, 湖南是长期以来
英国公司投资和发展双边贸易
关系的重点省份,“我坚信， 英中
贸易协会长沙代表处的设立，将
有助于增进英国与湖南省之间
的投资及经贸往来”。

本报 4月 24日讯 （通讯员
袁 硕望 刘继雄 记者 张斌 ） 今
天， 临湘市人民法院对江苏邳州
男子张恩玉跨省砸车烧车案一审
判决： 被告人张恩玉、 黎拥政、
刘满贵犯故意毁坏财物罪， 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并追缴
违法所得。

法院审理查明， 2012年3月，
刘某为经营生猪贩卖业务， 聘请
李 某 和 周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苏

CR2399和苏CR2366的货车， 从
江苏省邳州市拖运生猪到湖南贩
卖。 同在江苏省邳州市经营生猪
贩运业务的张恩玉认为刘某抢占
他的生意， 指使岳阳人黎拥政砸
坏、 烧毁刘某的货车。 同年6月
和8月， 黎拥政邀集同为岳阳人
的刘满贵一起到临湘市， 将刘某
的这两辆车分别砸坏、 烧毁。 事
后， 张恩玉共付给黎拥政5.6万元
报酬， 黎分给刘满贵共1.21万元。◎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消费者谈“禽”色变，全省家禽滞销，养殖户损失惨重，家禽产业遭受重创———

家禽养殖，为何不能上保险
长沙蔬菜价格整体下跌6.74%

“产研”携手打造湖南环保“硅谷”

起妒意跨省砸车烧车
江苏邳州男子获刑3年半

湖南对英贸易热引来“金凤凰”

英中贸易协会在长设办事处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4月20日，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鬼子寨景点，游道的一些木板腐烂，露出一个个阴森森的“陷
阱”。 在另一个景点猴王寨，铁索桥上的桥板不少也已朽坏，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叫，令人不寒而栗。
“五一”小长假旅游高峰即将来临，希望管理部门尽快修复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范湘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