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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渔期提前，在长沙吃海鲜更贵了
花螺批发价从40元/斤飙升至65元/斤，还经常断货 肉蟹也涨了10-20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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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大肉蟹
65元/斤，花螺65元/斤，这价格实
在负担不起！”近日，市民周先生
想买一些海鲜， 却发现长沙海鲜
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涨，“往年
每到6月吃海鲜的季节才会大涨
价，没想到今年5月就涨了。”

据了解，自5月1日起，全国各
地同步进入休渔期， 较往年提前
一个月。近日，记者走访长沙多家
海鲜市场发现，受休渔期影响，海
鲜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涨
价幅度为10元/斤-20元/斤。

海鲜产品断档，
平均涨幅10-20元/斤

5月17日上午9点， 马王堆海
鲜市场人头攒动， 不少市民赶早
过来挑选新鲜的海鲜。“以前买一
斤螃蟹就40元/斤，现在好点的大
肉蟹都要65元/斤， 涨了60%左
右”，家住浏阳河畔的孙阿姨是螃
蟹的忠实粉丝， 每周她都要挑几
个螃蟹， 犒劳辛苦工作的家人，
“虽然价钱涨了， 但还是要买，不
过频率变为了两到三周一次。”

5月17日，记者在马王堆海鲜
批发市场发现， 海鲜产品的价格
确实有所上涨。 大肉蟹最便宜的
56元/斤，大一点的65元/斤，罗氏
虾58元/斤，多宝鱼22元/斤，花螺
65元/斤，海南花螺75元/斤。

“花螺涨幅最凶，最便宜的时
候仅23元/斤，最贵的时候也就卖
40元/斤， 到5月就直接涨到了65
元/斤。” 马王堆海鲜市场陈氏水
产的陈师傅， 经营海鲜批发生意
已有十余年，他告诉记者，这段时
间长沙的海鲜价格都涨了10元
-20元/斤不等。

“之前花螺、罗氏虾每斤都是
40多元，现在每斤价格涨了20多
元；波龙则从之前的120元/斤，直
升至现在150元/斤， 涨势非常吓
人”，陈先生表示，海鲜价格一直
不稳定，但从今年5月起，如此大
幅的涨价还比较少见。

海鲜餐馆全面提价，
顾客流失不少

食材物价飞涨， 海鲜餐馆的
菜品是否也水涨船高？近几日，记
者走访了马王堆附近的多家海鲜
酒楼， 店家都纷纷表示这段时间

经营利润很薄，食客减少，这几家
餐馆的菜谱上也均能找到提价
菜， 有的餐馆甚至直接贴上新的
价格标签。

“现在生意少了一大半，以前
一天能有100桌， 现在也就60桌
就很不错了！”马王堆海旺角海鲜
加工坊负责人李经理介绍， 最近
海鲜涨价明显，生意难做了。相比
之前， 销售额至少下降了三成，
“而且海鲜价格上涨，我们又不能
随意的上调价格，以免顾客流失。”

芙蓉区望龙路附近海世盛楼
的销售周小姐表示， 现在花螺价
格从68元/斤涨到了82元/斤，罗
氏虾也涨到了75元/斤，“每天海
鲜的进货价都不一样， 花螺还经
常断货，所以菜价也随之变动，就
连到店的顾客也减少了不少。”

“生意不好做，我们销售额下
降了40%！”尚辣口味海鲜的负责
人陈先生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尚
辣在长沙拥有两家门店， 人工费
每月5-6万元， 水电费1-2万元，
再加上成本费、营销费，利润越摊
越薄，“以罗氏虾为例， 我们进价
75元/斤，卖80元/斤，就赚5元钱。
而且，人均消费也越来越低，以前
3人消费约为300元左右，现在顾
客点两个菜， 点一个海鲜，3人也
就消费100多元。”

5月17日，记者在马王堆海鲜市场看到，海鲜摊位前摆满了花螺、大肉蟹等海鲜，一些市民正在选购。
实习生 季学东 摄

据了解，从5月1日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的南
海全面进入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休渔期内，除
钓具以外的所有作业渔船全部休渔， 这也被称为史上最长最严休渔
期。

陈师傅解释，花螺因品种原因，现在产品稀缺，很多供应商都断货
了，因此价格波动较大，“同时，目前属于休渔期，海捕冰鲜产品逐步退
市，取而代之的是冰冻海产品，价格自然上涨了不少。不过也有部分渔
船冒风险捕捞，但如果违规被捕，海鲜价格又势必上涨。"

尚辣口味海鲜的负责人陈先生认为，海鲜产量的下降，自然会造
成市场上对于海鲜产品的供不应求， 从而造成海鲜产品的价格上涨，
差异只是在涨价幅度上，“原材料上涨， 对餐馆的经营是一大考验！不
过很快，水产养殖品、冷冻水产品将大量入市，以稳定市场的供需平
衡。”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季学东

随着“明星基金奖”评选结果
揭晓，2017年基金业颁奖季画上
圆满句号。继蝉联“金牛基金管理
公司奖”及荣获“金基金·TOP公
司奖”后，建信基金凭借长期稳健
的投资业绩，再获“三年持续回报
明星基金公司奖”、“2016年度海
外投资明星团队奖”，旗下明星基
金建信双息红利再获“五年持续
回报积极债券型明星基金奖”。建
信基金也成为前十大基金公司中
唯一一家包揽三大权威奖项的银
行系基金公司。 ■黄文成

建信基金再获
三项“明星基金奖”

东方基金朱晓栋：
慢牛行情可期

5月16日，东方基金携手中国
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在东莞会展国
际大酒店举行“东方基金策略会·
建行基金服务万里行”活动。在本
次活动中， 东方基金权益投资部
副总经理朱晓栋表示， 目前企业
的盈利进入上升通道， 基本面得
到有力支撑，慢牛行情可期。目前
部分企业的估值已经低于市场平
均值，下行风险较低。由于流动性
压力，短期市场出现调整，但是下
调不会太深， 同时也为入场提供
了时点。 ■黄文成

4月以来，随着金融监管政策
的密集出台，A股市场出现调整。
然而， 融通基金旗下的融通新能
源基金净值近期却走出新高。记
者统计，截止5月17日，融通新能
源过去一年实现23.80%的收益
率。 基金经理付伟琦预判宏观经
济持续强劲的概率较低， 产品价
格和销量增速难以持续提升，所
以周期股机会相对平淡。 其十大
重仓股中降低了有色金属股票的
比例， 同时进一步向内生增长强
劲的成长股集中。 ■黄文成

A股回调无碍
融通新能源净值新高

工银瑞信6产品摘得
“明星基金奖”

《证券时报》第12届中国基金
业“明星基金奖”评选结果近日揭
晓， 工银瑞信旗下6只基金摘得
“明星基金奖”， 为产品获奖最多
的基金公司。至此，工银瑞信今年
已收获“金牛基金奖”、“金基金
奖”、“明星基金奖”等20项极具含
金量的行业权威大奖，彰显出业界
权威机构对工银瑞信综合实力的
一致认可。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
至5月5日， 工银瑞信旗下涵盖股
票、指数、混合、QDII等各类型的9
只基金位列同类前十。 ■黄文成

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
上午，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正式授予“郴州高山
禾花鱼”农产品地理标志证
书，这也意味着湖南又增添
了一个“国字号”地标产品。

郴州高山禾花鱼到底
有何奥秘？郴州市水产科学
研究所所长陈光荣说，郴州
高山禾花鱼其特色在“高
山”二字，指生活在郴州境
内五岭和罗霄两大山脉海
拔500米以上梯田中的鲤
鱼， 因水质清冷生长缓慢，
采食落水的禾花，鱼有禾花
香味而得名。

近年来，高山禾花鱼已
经成为郴州促农增收、带
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的
特色品种。2016年，郴州约

有3万亩禾花鱼养殖面积，
鲜活禾花鱼年产量达120
多万斤， 养殖年产值达
4000多万元， 并实现禾花
鱼米增值4000万元， 带动
实现加工、餐饮、旅游产值
2亿元。

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
室主任朱建湘介绍， 当前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已从价
格竞争、质量竞争逐步走向
产品品牌和文化竞争。目前
市场上农产品总的商品量
很大，但具有优质品牌的农
产品很少，大力发展农产品
地理标志，是打造农产品品
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的有效举措。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刘萍

“郴州高山禾花鱼”
成“国字号”地标产品

本报5月18日讯 今
日，湖南省电信用户委员会
公布了一季度湖南电信用
户申诉情况， 统计显示，湖
南省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
心一季度共收到用户咨询
和申诉2586次，受理的用户
申诉249件， 其中资费争议
申诉占总量的45%，用户服
务申诉占40.2%。

从用户申诉分类来看，
资费争议最多，达到112件，
占比45%，投诉的内容主要
包括对吉祥号码收取较高
的保底消费、用户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销户，卡里的话
费却未退、增值业务流量计
费问题、套餐资费变更等四
类。 服务类争议也比较多，

达到100件，占比40.2%，申
诉内容主要集中在运营商
促销活动细则宣传不详、被
无故更改套餐造成损失等。

据悉，申诉受理中心在
调查、调解案件时，难点在
服务类争议，对此，湖南省
通信管理局一方面建议运
营商在提供服务时，要把服
务条款、服务限制以及违约
影响等在协议里体现出来，
用户确认签字后再办理业
务，同时，也提醒用户，在选
择服务时，要认真了解服务
功能和企业承诺，要注意保
存好服务协议和其他相关
资料，为保护合法权益提供
有效证据。

■记者 杨田风

一季度全省受理电信用户申诉249件

超四成是资费争议

4个月休渔期开启，海鲜供应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