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旅游节
贺龙故里启幕

11月19日上午，2019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暨桑植民歌节在桑植县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举行开幕仪式。

记者 丁鹏志 摄影报道

近日，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
布了第二期“保险扶贫好事迹”，
在此次上榜的50个“保险扶贫好
事迹”中，中国太保占得8席。中国
太保全方位探索扶贫长效机制，
显著的脱贫攻坚成效再一次获得
了行业和专家的一致认可。

近年来， 中国太保将企业社
会责任充分融入经营发展中，积
极对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深
化具有中国太保特色的保险扶贫
长效机制。 据悉，“保险扶贫好事
迹”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聚焦“大
病扶贫、农险扶贫、补位扶贫和产
业扶贫” 等扶贫模式和扶贫干部
先进典型与感人事迹， 持续开展
的扶贫典型总结推广活动。 第二
期“保险扶贫好事迹” 分为先锋
榜、爱心榜两项名单，入选的团队
和个人共50个。

■陈婧 经济信息

11月16日， 由广州白云山
潘高寿药业主办、 湖南海王星
辰健康药房协办的“分清咳嗽，
对症用药，呵护肺部健康”白云
山潘高寿第五届护肺日系列公
益活动在长沙隆重举行。 广州
白云山潘高寿药业市场部经理
汪家存， 湖南海王星辰健康药
房采购部经理杨晓蓉等各界人
士及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活
动。以白云山潘高寿主导“护肺
日” 主题公益活动已连续举办
五年， 携手全国连锁药店将专
业服务与健康体验不断深入社
区及药店终端， 通过长期的护

肺健康宣传、 辨证治咳知识科
普等活动， 唤醒社会大众对呼
吸系统疾病的认知和重视，让
更多市民认识养肺护肺健康的
重要性。

“呵护肺部、 健康呼吸”，提
高民众养肺护肺意识是白云山
潘高寿倡导护肺日的宗旨。全国
护肺日公益活动自2015年启
动，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更在
2016年获得“金葵企业公民奖”
的美誉。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负责
人杨东升表示：“全国护肺日以
‘护肺公益’为立足点，将治咳、
防霾护肺、公益、科普有机结合，
营造科学护肺全民化。”医药健
康行业，应该心系群众健康，承
担更多责任。药企、药店联手，
更好地以行业的专业性和影响
力，以提高专业服务意识、知识
传播和公益接力三种方式，更
好地在社会范围内提高群众的
养肺护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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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9日讯 今天，在湖
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裁董明珠的共同见证下，首
台“长沙产”格力大型中央空调机组
在宁乡经开区正式下线，标志着格
力电器中央空调生产基地———长
沙格力电器大型中央空调生产基
地项目，正式竣工投产。

长沙格力电器大型中央空调
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主
要生产离心机、 螺杆机等大型中
央空调机组， 是格力电器国内布
局最大的中央空调生产基地，设
计布局生产线6条， 销售覆盖华

中、西南、西北等地区，将新增产值
40亿元， 新增税收贡献2亿元。首
台下线的中央空调合格证， 被现
场交付给宁乡市职业中专学校。

当天，长沙格力电器冰箱洗衣
机生产基地项目也宣布开工建设，
该项目拟总投资52亿元，规划年产
冰箱200万台、 洗衣机250万台，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130亿元，
税收贡献可达5亿元。据介绍，格力
长沙基地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营销收入500亿元。

据了解， 格力电器生产基地
布局湖南，始于2010年。这一年，
格力电器在宁乡投资3亿元，建设

绿色再生再制造基地。此后，格力
在宁乡连续落子， 与湖南的情缘
也不断加深。2011年5月，格力电
器湖南销售公司落户宁乡经开
区。2013年10月， 格力电器决定
将其全球第10大生产基地项目落
户宁乡经开区。2014年3月，格力
电器综合生产基地正式动工建
设。2016年6月1日， 格力电器大
型中央空调项目开工暨长沙格力
首台家用空调下线。2019年11月
19日，首台“长沙产”大型中央空
调机组下线。截至目前，格力电器
在宁乡经开区累计投资已超过60
亿元。 ■记者 潘显璇

2018年上半年， 猪肉行情
不是很好，不少养殖户、养殖场
纷纷主动减产， 岳阳养猪大户
王洪勇便是其中一个。去年初，
王洪勇的养殖场在栏母猪达到
了1200头， 到了今年8月份只
剩下了700余头。

王洪勇起初是准备在去年
九十月份恢复生产， 不料却赶
上了猪瘟。因此，到了9月份，王
洪勇不仅没有补产， 反而是继
续“减产”。为此，王洪勇专门设
计了一套饲料熟化设备， 这套
设备成功解决了“病从口入”的
问题。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虽然
降低了养殖场产能， 但却让王
洪勇在防疫上打了个大胜仗。

看着猪肉价格节节走高，

王洪勇给自己的养猪场补产。王
洪勇介绍，目前已经恢复到900多
头，“今年12月底， 我的养猪场能
恢复到1200头的正常水平。”

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支持“养
猪大业”。今年9月11日，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
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的通知，
提出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大力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支持生猪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
设、 保障肉品市场供应等促进生
猪产能恢复的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成效显现。10月末，被
调查单位的生猪存栏量与上月环比
增长0.8%，其中能繁母猪存栏量与
上月环比增长1.8%，后备母猪存栏
量与上月环比大幅增长27.6%。

每头猪能赚3000元，我省养殖户积极扩大产能，生猪存栏量增长

猪肉降价了，可着手灌香肠熏腊肉了
图片·新闻

近日， 省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生猪产能恢复情况专项调查，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访问了养殖企业和规模大户137
家，并实地走访调研了衡阳、岳阳、娄底、张家界、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的10个县市区。调查情况显
示，生猪存栏量已经止跌企稳，生猪产能恢复已经呈现
向好发展态势。而随着生猪产能恢复，猪肉价格也终于
出现了下降。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可

最近几天，不少细心的市民
发现，猪肉价格开始松动了。记者
走访发现，相较一周前每公斤超
70元的高价，目前市场上猪肉价
格降幅约12-14元/公斤。

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在
长沙市开福区金马生鲜市场，
市民杨女士发现，一直“坚挺”
的猪肉价格下降了，“这里猪
肉最贵的时候卖70元/公斤，
现在只要56元/公斤， 精瘦肉
稍贵，60元/公斤。”“猪肉价格
下降了。”摊主表示。

记者通过比较发现， 尽管
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有所下降，
但不同店面下降幅度不一。以
金马生鲜市场为例， 不同摊位
上一公斤带皮瘦肉的价格从54
元到58元不等， 而在开福区温
尔登超市汽配城路店， 特价鲜
前腿肉会员价仅为51.6元/公

斤，非特价鲜前腿肉标价59.6元/公
斤。据店员透露，上周末鲜前腿肉
售价为63.6元/公斤，59.6元的价
格是19日改的。

据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
示，11月12日至18日， 全省肉类
价格环比下降0.71%。其中，猪精
瘦肉零售均价为65.15元/公斤，
环比下降2.4%； 牛腿肉零售均价
为 93.87元 /公 斤 ， 环 比 下 降
0.46%； 羊腿肉零售均价为72.55
元/公斤，环比上涨0.54%。而长沙
的猪精瘦肉零售均价为 68.96
元 /公斤，环比下降2.11%。省商
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今年
猪肉上涨行情以来首次下降。”

来自长沙市商务局的监测数
据也显示，11月11日至17日，长
沙屠宰场猪肉批发均价为51.4元/公
斤，环比下跌1.02%，连续两周批发
均价环比下跌。

湖南省统计局表示， 目前
猪粮比价已超过20∶1，养殖户
出栏生猪的平均每头盈利超过
3000元， 生猪养殖利润已经相
当可观， 也进一步带动养殖户
扩大产能的积极性。 在省统计
局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的调查中，有66.4%的被调查单
位表示将“扩大规模”，32.9%表
示“维持现状”，仅0.7%表示将
“缩小规模”。

衡阳市已通过引进湖南现
代农业集团等8家龙头企业，签

订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意向，
投资金额达155亿元，有望新增生
猪产能890万头。岳阳市平江县正
计划培育2个以上生猪全产业链
一体化发展集团， 新创建20家以
上标准化示范猪场， 将实现年生
猪出栏100万头。娄底市正在新建
的标准化养殖场达14家， 该市娄
星区湘村黑猪股份公司新建的养
殖场年计划增加出栏20万头。湘
西自治州正着力培育引进国家
级、省级龙头企业9个，目前已投
资落地7个，投产2个。

被调查单位生猪存栏量环比增长0.8%增产

扩张 近七成被调查单位表示将“扩大规模”

市场 猪肉价格最高下降约14元/公斤

首台“长沙产”格力中央空调下线
从冰箱、洗衣机，到中央空调机组，格力电器积极布局湖南

护肺公益行， 辨证治咳呵护肺部健康
———白云山潘高寿第五届“护肺日”爱心公益活动隆重启动

第二期“保险扶贫
好事迹”发布
中国太保入选8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