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轮猪肉价格上涨是否到头了？

冯永辉（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

析师）： 价格已处高点， 消费需求降

低，涨势难以持续。

朱 煦（媒体评论员）：供需缺口

仍在，饲料价格防疫成本上升，让价

格会继续上行。

猪肉价格能自行回落吗？

陈生（广东天地食品集团董事长

兼总经理）： 现在超高的收益率已经

让很多人都准备投入养猪行业了，不

用政府鼓励市场会让供应上来，修复

价格。

李秉龙（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教授）：政府没必要补贴，但不意味着

政府可以不做，政府应该在信息服务

上、疫病防治上做更多的事，市场能

做一些事， 但有些事必须政府来做，

也只有政府能做。

规模化养殖能否稳定猪肉价格？

徐国建（北京资源集团副总裁）：

中国的国情决定，指望规模化养殖平

抑肉价效果并不明显。

李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 大力发展规模化

养殖是平抑肉价的关键。

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一年之中，全国生猪均价几乎翻倍。从每公斤9

元一路攀升到每公斤18元左右，猪肉价格是否还会继续上涨呢？本周五21:55

《对手》栏目邀您共同探讨。届时首席分析师、学院教授以及农村发展研究人士

将就此展开交锋。本报是央视《对手》节目在湖南的唯一合作媒体，如果您有什

么好的观点，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推荐到央视，跟全国的观众一起辩论。

本报讯 6月30日，华融湘江银行长沙

八一路支行正式开业。这是该行在省会长

沙设立的首家支行，拉开该行布局长沙的

序幕。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八一路支行位于

八一路与韶山路交界处湘和大厦附属楼，

交通便利。该支行按照旗舰型支行标准打

造，内设VIP服务室、贵宾理财中心，突出

以客户为中心的特点，办公区域与客户中

心相对分离，为客户营造舒适、私密的服

务环境。

华融湘江银行由原湖南“四行一社”

重组而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控股，总部

位于长沙。 该行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服

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目前在湖南

全省有8家分行，140多个网点， 已覆盖省

内主要城市。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余华

本报讯 近日，福建联合动力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动

力”） 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交易，发行股本为2300000股，

发行价9欧元。

联合动力是一家技术领先的动

力设备制造商，沃特（中国）财务集团

从2010年1月起担任联合动力独家财

务顾问， 协助其完成 2010年 4月

25000000美金的Pre-IPO私募融资

及本次IPO。

沃特（中国）财务集团是一家业内

领先的综合性金融集团，致力于为中

国高增长型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金

融服务，业务涵盖投资银行及资产管

理等领域， 具体包括上市财务顾问，

承销、并购顾问等。

■记者 李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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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镇涛，568分复读， 今年648分； 汤学

武，553分复读，今年648分；李旭辉，560分复

读，今年642分；谢莹孜547分复读，今年630

分；胡蓉511分复读，今年617分……一个复

读班23人上600分， 是什么原因创造了这样

的奇迹？ 这支队伍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秘

密？带着疑惑，笔者采访了他们的班主任、华

鑫高考补习学校杨立舟老师。

杨老师说，复读要讲方法。复读即补习，

一补习惯，二补方法，三补知识，四才是补成

绩。要复读成功，首先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答题

习惯培养很重要。其次，学习不是简单的闻鸡

起舞、悬梁刺股，改善学习方法，才能获得高

考成功。再次，各科考点、重点、难点都要根据

老师的指导掌握和强化。当然，考生心理也是

影响考场发挥的重要因素。 而华鑫高考补习

学校一整套成熟完备的高复教育教学管理制

度，如准军事化封闭管理、教师全职全天施教

辅导、导学制课堂、联生辅导、典题整理、作业

考试化、名校联考、培优辅弱、学长引导、同乡

互助等，这些都是学生复读成功的有力保障。

杨老师认为，复读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进

行高考备考，特别是上线考生只要突破一些

重点、难点，做好细节，提升空间很大。明年，

600多分的高分一定属于你！

最后，杨老师说：“复读是以空间换时间

的战略退却， 能帮助高考失意考生实现梦

想，赢回尊严。青春无悔，奋斗最美。”

学校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桃花村（西二

环桃花岭首末公交站对面150米）

来校路线：17、106、305、913等路车直

达学校，桃花岭站下

网址：http://www.cshxdc.com

招生 热 线 ：（0731）88828656�（0731）

88828589�� 13548674117 （夏 老 师 ）

13017317048（黄老师）

上线复读斩获600分以上高分的奥秘

经济信息

“现在猪肉价格太贵了， 家里该

吃鸡和鸭了。” 正在超市选购鸡肉的

王奶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猪肉

价格一路飙升，都有赶超海鲜的架势

了。

正如王奶奶所说，猪肉价格已经

进入了“牛市”。

商务部网站近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6月20日至26日期间，全国肉类

价格继续上涨，其中猪肉平均批发价

格比前一周上涨4.5%。目前猪肉批发

价已经逼近每公斤25元，比今年年初

上涨了30% ， 也比去年同期大涨

68%。

肉价飙升，相关湘股受益

猪肉价格持续飙升， 湖南3家相

关上市公司新五丰、唐人神以及大康

牧业股市价格也随猪肉价格一起飙

升。

“猪肉价格上涨， 这些和猪肉相

关的企业，利润就越大，摊到每股收

益也就越高。” 长城证券分析师谭轲

告诉记者。

记者翻阅上述3家公司一季报发

现，这3家公司在预计2011年上半年

的累积净利润时都纷纷表示有所上

涨。新五丰预计2011年1月-6月累计

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00%

以上，唐人神预计2011年1月-6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幅度为20%～40%，大康牧

业预计2011年1月-6月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长幅度为：30%-40%。

“猪价上涨， 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提高，公司种猪等供不应求，虽然肉

制品价格上涨，但是公司产品零售价

格涨幅不大，销售并不受影响。”唐人

神宣传部长于红清告诉记者，“市场

里有很多小厂因为原料涨价，但由于

没有品牌，零售价格上不去，导致停

产或者减产， 这对公司有一定的好

处。”

能繁母猪存栏量是涨价主因

“其实生猪和猪肉价格飙升的主

要原因应该归属于生猪的供不应

求。”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2010年上

半年， 生猪养殖行业经历了长达5个

月的亏损， 不少养殖户被逐出局，能

繁母猪存栏量不断降低，而当下半年

猪价行情转好时，疫病多发，导致产

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记者从相关数据了解到，从2009

年9月开始， 生猪价格连续9个月下

滑， 养殖户亏损面达到58.2%， 导致

2010年上半年能繁母猪存栏量减少

了约200万头。

此外，物价的飞速上涨也给猪价

飙升提供了动力。

“现在用来喂种猪的玉米价格也

在不停地上升， 如果猪肉价格不涨，

我们将会面临亏损。” 某养殖场农民

李先生说，2010年上半年养一头100

公斤的猪的成本只需要900元左右，

现在却需要1300元左右，光是养猪成

本就涨了约30%。

猪价回落还需时日

“我认为短期而言， 猪价不会回

落。因为2011年3月份全国母猪存栏

总量已经降至三年来的低位，猪价要

想回落就只有供给增加，而从母猪补

栏到对应商品猪出栏至少需要半年

左右时间。”谭轲告诉记者。

的确，只有市场上生猪产品能够

满足消费需求时，价格才会恢复到一

个合理的水平。

“生猪出栏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

时间内，猪肉价格还会有小幅度的上

涨空间，但是随着价格的上涨，消费

意愿下降后，猪肉价格势必回落。”业

内人士说，“猪肉价格的回落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 当消费需求得到满足，

养猪成本得到控制，价格自然就会回

落。” ■记者 杨斯涵

联合动力成功在德交所IPO 华融湘江银行新设首家省会支行

猪肉的“牛市”路还有多长

素食一阵又何妨

瘦肉精事件稍微平息了一点， 猪肉价格

的尾巴就翘到了天上。

我们不得不掏出比一年前高出近七成的

人民币，买来一堆貌似跟激素、抗生素关系都

很不错的猪肉。

情何以堪之际，愤愤作想，如果大家都隔

一段时间不吃肉， 受市场调节的价格不就降

下了吗？且被消费者冷落到一定程度，肉商们

也该彻底反省食品安全了吧？

人类素食，由来已久。据可考的资料，大

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 在印度和地中海东

部地区，就分别出现了倡导素食主义的思潮。

现代也有医家认为，高血压、高血脂和高

血糖这“三高” 基本上都是大鱼大肉吃出来

的。而素食包含各种谷类、豆类制品、水果、蔬

菜再加上牛乳，就是非常完善的营养。吃素不

会营养不良或使病人更衰弱， 反而使人体器

官能得到休养。而肉类虽富含蛋白质，但也有

许多增加人体器官负担的物质在内， 如胆固

醇、饱和脂肪、尿酸、尿素，会加重人体的负担

和污染。

一个由协和医院等单位的著名医师组成

的医疗委员会调查显示， 肉食与癌症有正相

关。 另一个医学调查小组的报告说：“我国原

是大肠癌的低发区，不足十万分之十，可近二

三十年来随着食物结构的改变， 肉食量的增

加，发病率不断上升。2000年以后，大肠癌发病

人数将比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出1.45倍。”

人家用手，我们用嘴投票，素食一阵子又

何妨？ ■记者 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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