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3日讯 今日，我

省首家法式甜点店“昂朵”正式落

户长沙市雨花区韶山路550号阳

光小镇。

据了解，“昂朵” 在法语里是

“被喜欢的，被爱的”意思。 如果

你去“昂朵”，就能尝到路易十五

黑巧克力慕斯、 修女泡芙等法式

甜点。 厨房总负责人彭程介绍，

“昂朵” 甜点所有产品均来自国

外，选用成本较高的动物奶油，不

仅能突出绵密、细腻的口感，而且

对人体健康有利。

■见习记者 吴林

我省有了

首家法式甜点店

李阳疯狂英语湖南分公司推出亲子演

讲，少量门票免费领取：82234353

全球著名英语口语教育专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英语口语培

训总教练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 为长沙学子

带来最震撼的英语学习！

7月16日晚上，到南方明珠大酒店，感受

疯狂英语的魔力！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亲

临，和四百个家庭分享英语成功密码，这是

一堂你不能错过的讲座———“国际家庭总动

员———如何把孩子培养成英语和演讲高

手！”

我们相信 每个孩子都是英语天才

上千人一起随着李阳“疯狂呐喊”，喊

出标准的地道美语， 喊出了孩子的自信。

这样疯狂的英语场面， 将激荡孩子的一

生！中国人为什么被称为哑巴英语？中国

的学生为什么只会做英语题，却不敢跟老

外交流？中国学生为什么英语四级、八级

都过关了，但就是说不来英语？所有的这

些问题，我都会讲到。李阳表示，“让三亿

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他终生坚持的

信念，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能跟我一起，

把心中的英语喊出来， 把你的自信喊出来。

只要你开口，你就一定能学会英语，每个孩

子都是学习英语的天才！

高分才是硬道理 让孩子快速成考试高手

英语成绩造成很多孩子的困扰，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技巧是通关的钥匙。如何快速

提高孩子成绩？李阳老师告诉笔者，疯狂英

语不但致力于孩子的英语口语开发，还研究

了一套考试高分秘笈。“我们希望孩子能拿

到高分，不光是因为高分能证明孩子的学习

成效，更重要的是，拿到高分将给孩子极大

的鼓励，进一步刺激孩子的学习兴趣！”李阳

老师介绍道， 疯狂英语的魔力在于让孩子学

习兴趣和成绩的双重飞跃， 我们培养的不仅

仅是口语达人，更是考试高手！

快乐自信地成长 感恩地学习和交流

“疯狂英语以成功学为导向，为孩子注入

学习的激情和前所未有的坚强意志！”李阳老

师分析，成功带给人快乐，孩子的成长需要成

功！李阳疯狂英语将成功学与英语完美结合，

让英语带给孩子成功的快乐， 让孩子因为英

语更成功！在孩子注入成功的同时，我们必须

培养孩子的感恩情怀， 让孩子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走进教室主动学习， 和父母成为真正的

朋友。“懂得感恩的成功，才是完整的成功。懂

得感恩的孩子，才是能赢得成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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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来啦！

经济信息

难抗风险、政府禁养，长沙散养户逐步退出市场

长沙去年少养了很多猪

■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刘博学

“五花肉16元/斤， 精瘦肉18元/斤！”

这是记者7月13日从长沙各大农贸市场了

解到的当天的猪肉零售价。 对高涨的肉

价，养猪户朱鞠军认为都是养猪人减少惹

的祸。

据了解，为减少养殖污染，2010年，长

沙地区就开始部署禽畜养殖业退出的工

作，仅一年时间长沙县生猪出栏量就减少

30万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猪的紧

俏。然而，坚持下来的养猪户，也正酝酿着

一场大迁移。

猪肉涨了养猪户笑了

7月13日， 记者从长沙各大农贸市场

了解到，猪肉零售价涨势依然不停。

“卖给屠宰场的毛猪已经达到9.5元/

斤了。”看着猪栏里的700多头猪，养猪户

朱鞠军笑着说。

朱鞠军，今年36岁，在长沙地区养猪

10年。 他说：“一头200斤的猪， 去年只卖

900块钱，今年都能卖到1900元”。

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我省

鲜猪肉零售均价 26.77元 /公斤 ， 上涨

2.57%； 批发均价24.38元 /公斤， 上涨

1.04%。照这个涨法，朱鞠军算了算，一头

200斤的猪大约能赚750元。如今，他的猪

栏里还有80多头母猪，600多头存栏猪，这

些就值四五十万元。

长沙养猪户去年减少三成

“价格可不是我们喂猪人抬高的！”朱

鞠军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养猪人减少了。

两年前，朱鞠军在长沙县高桥镇桥里

村养猪。他告诉记者：“以前村子里家家户

户养猪，现在很少有人养猪了。”

省肉类协会会长周小融也估计，2010

年，长沙地区的养猪户减少了30%以上。

7月13日， 记者从长沙市畜牧水产局

畜牧处了解到，2010年长沙市生猪出栏量

800多万头，比2009年减少很多，仅长沙县

生猪出栏量就减少了30万头。

老百姓之所以不愿意养猪，朱鞠军说，

主要是因为养猪风险太大。2009年毛猪收

购价跌到4.5元/斤左右， 当时光养殖成本

就要5.3元/斤。 一些小型养猪散户很难抵

御风险，干脆外出打工。

政府补助诱散养户退出

长沙地区养猪散户放弃养猪， 还有政

策诱因。

2010年4月， 长沙县率先出台系列举

措保护浏阳河、捞刀河流域生态环境，包括

将长沙县域内1997平方公里范围划分为禁

养区、一级限养区和二级限养区。

凡在2010年12月31日前自行退出的，

现有畜禽养殖栏舍实际面积按每平方米连

续三年补助共计90元。

今年5月，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又下发

《关于做好城区畜禽养殖业退出的通知》，

将长沙城区划定为禁止养殖区，2013年年

底前，长沙城区将分期分批逐步退出，三年

内不留一头不存一栏。

养猪产业向周边市州迁移

禁养政策， 使得长沙养猪业正酝酿着

一次大迁移。

7月11日，长沙市畜牧水产局畜牧处张

坚向记者透露，除宁乡和浏阳外，长沙地区

的养猪业都开始萎缩。养猪10年的朱鞠军，

就正在经历着政策带来的迁移。

2000年， 朱鞠军在望城县星城镇赤岗

冲村养猪，不到5年就搬到了长沙县高桥镇

桥里村。2010年4月， 限养政策出台后，朱

鞠军又只好将养猪场迁往望城县黄金镇桂

芳村。2011年6月， 望城县成为长沙第六

区，禁养势在必行。朱鞠军说，他准备再将

养猪场迁到益阳市资阳区。

省肉类协会会长周小融承认， 长沙养

猪业确实有向周边市州搬迁的趋势。 但他

强调，肉价一路高企，与政府限养没有必然

联系。他认为，养猪户减少最主要的原因还

是散户抗风险能力弱， 赚钱难。 散户退出

后， 规模化养殖反而对肉价稳定是个利好

因素。

本报 7月13日讯 今日上午，国家统计

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数据显

示，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同

比增长9.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041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6%；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从上半年的主要指标数据看，尽管

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回落，但当前中国经济

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继续由前

期政策刺激的偏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

转变。”

数据一出炉，很多经济专家就纷纷表

示“对这个数据不意外”，通胀仍是下阶段

调控任务。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微

博上对记者表示：“工业大幅增速强于市

场预测。整体符合我们预期的经济温和回

调态势。 但也预示着物价出现趋势性回

落，需要更长的时间，维持11月份出现趋

势性回落、年内仍有1-2次加息预期。”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

利刚认为，在流动性强劲、经济基本增长

动力仍然保持稳定向好态势的情况下，市

场不应过度看空中国经济。■记者 刘玲玲

本报7月13日讯近日，国内电子商

务品牌珂兰钻石对外宣布，获得来自腾

讯数千万美元投资，创造国内珠宝电子

商务行业所获投资的最高纪录。珂兰钻

石CEO郭峰表示， 计划将资金用于成

品钻石采购以及产品优化等方面。

从今年初到6月中旬，国际市场钻

石价格已连续上涨8次，部分克拉钻石

甚至出现了两个月上涨2万元的巨大

涨幅。珂兰钻石获得投资后，将进行规

模化的国际成品钻石采购， 以加强产

品储备。据初步估计，珂兰钻石在未来

一年的年营业额有望达到8亿元至10

亿元。 ■见习记者 吴林

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GDP增长9.6%

通胀仍是下阶段调控任务

腾讯巨资

投向钻石行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确定促进生猪生

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确定， 今年中央支持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小区建设的投资恢复

至25亿元。对养殖户（场）按每头能繁母猪1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继续落实能

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支持生猪原良种场建设，加大生猪冻精补贴力度。

会议要求，加强生猪公共防疫体系建设。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小区的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每头补助80元，将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

提高至800元。 将因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每头600元提高至800

元。将基层防疫人员工作经费补贴标准由每年1000元提高至1200元。

■据新华社

中央投资25亿支持规模养猪场

为稳定生猪生产，防止生猪价格过快上涨，我省将采取几大措施。

据省畜牧水产局对270个生猪定点监测村的监测数据显示，我省生猪存栏

数从4月起开始回升，近两月来增加幅度较大，6月份存栏生猪虽然比去年同期

仍减少4.93%，但比5月明显增加。能繁母猪数量也连续3个月呈上升趋势。

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邓为民介绍， 我省今年一季度新建年出栏1000头以

上的规模养殖场479个，生猪规模养殖比重提高到63%。年供优质种猪60万头，

在43个县实施了生猪良种补贴。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生猪存栏数量的大幅减少

与去年疫情较为严重不无关系。邓为民表示，进入夏季之后，全省积极开展高

温季节消毒灭源工作和动物防疫执法监督。 ■据新华社

我省几大措施稳定生猪生产

为平抑市场，中央投资25亿扶持生猪行业。 新华社 图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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