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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瞎”涨价背后的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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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培养】凡就读药剂专业学生，毕业后通过考核定向分配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工作。
【对口升学】凡就读3年/中专专业学生，均可对口专业升学（即高考），继续就读医学类全日制大专。

学校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附属卫校是一所全日制普

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建校59年来，先后培养了万名以

上中、高级医护人员，尤其是护理专业毕业生活跃在

自治区各大医院，并成为护理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学校

近年来，先后与内蒙古医科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乌海职业技术学院等大专院校联合办学，提高

学生学历水平，并充分利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三

甲医院）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作为学生见习、实习基

地。学校依照人才市场需求，多层次、多渠道办学，与就

业单位签订“定向培养协议”，设法为毕业生开辟了就业

绿色通道，近几年学生的就业率高达80%以上。

报名即可录取，免试入学。各专业名额有限，报完截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附属卫校2018年招生简章
序号

1

2

3

4

专业名称

护理

助产

药剂（定向培养）

农村医学

学制/学历

3年/中专

3年/中专

3年/中专

3年/中专

招生人数

100

40

40（高中）

40（高中）

招生对象

区内、区外
应届、往届
初中/高中
毕业生

对口升学

所有专业均
可 对 口 升
学，继续就
读全日制大
专。

收费标准

三年全免学
费、全免书
费、全免住
宿费，享受
国家助学金
4000元。

备注

学校提供住
宿，有食堂；
宿舍有限，
外地报名学
生请提早报
名登记。

防范非法集资 新华保险在行动
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

行为。
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广大群众深受其害。为从源头上防范非法集资犯罪行

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高度重视非法集资防范工作，于今年5月，
分公司与辖内各三四级机构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形式包括内外勤会议宣导，职
场电子屏滚动、张贴海报、悬挂条幅、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同时分公司与呼和浩特中心
支公司于5月29日应邀在大召寺广场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通过发放折页、提供
现场咨询等群众比较容易接受和记住的方式，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识别方式及防范措
施，帮助广大民众增强法律意识，认识非法
集资的危害，树立“风险自担意识”，自觉远
离和抵制非法集资。 文/新华保险

“88元/500克小龙虾
=88元/500克的阿尔法·罗
密欧，少吃一斤小龙虾就能
离你豪车梦想更近一步。”
这个段子让人会心一笑的
同时，才突然发现一直以来
作为消夏小吃的小龙虾，不
知不觉已经这么贵了。从街
边的小吃，到连年的新贵，
小龙虾背后到底蕴含着什
么秘密？

【现象】产地的涨幅追

不上餐厅

进入6月份，消夏网红
小龙虾也进入了全面收获
季节，产地价格大幅回落。
但是，小龙虾的堂食价格并
没有因此而松动，反倒是一
路看涨。

市民徐小姐是资深小
龙虾爱好者，她几乎吃遍了
北京知名的小龙虾餐厅。

“老牌小龙虾餐厅，两个人
一顿饭五六百元。即使是那
些路边小店，一盆小龙虾怎
么也得70~90元。”徐小姐告
诉记者。

大众点评网显示，专营
或主营小龙虾的餐厅中，人
均最高接近400元，最低也
有91元。

面对这样的价格，能不
能吃到还得看运气。“前两

天去胡大，好不容排到了，
但是店里只有8元一只的蒜
蓉味的了，其他都卖空了。”
市民孙先生告诉记者。

多家餐厅给出的说法
是小龙虾原料价格频频上
涨，以至于偶尔供货不足。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历年数据看，小龙虾
原料价格确实在上涨，但是
涨幅远远比不过餐厅销售
价格的上涨。在今年4月下
旬，小龙虾刚刚开始上市
时，两虾的价格一度飙升到
近70元/斤。高价维持了一
段时间以后，到5月开始松
动，并迅速回落。

记者从中国水产养殖
网了解到，湖北、湖南、河南
等多地市场小龙虾6月5日
批发价格较前一日有所回
落。其中，销量比较大的4~6
钱虾价格下跌幅度在每斤
2~4元之间，而最低售价仅
有15元/斤。在餐厅中，单只
售价最高的两虾（即50~59
克/只）价格为每斤38~42
元，除了北京等少数城市
外，该规格的虾也较前一日
价格回落了近一成。

5月底，小龙虾主产地
之一的淮安盱眙市场反映，
几种规格的小龙虾价格较
上月降幅均在40%以上。

以此看来，从5月底到6

月初这段时间，小龙虾价格
仍在下降。

而来自产地湖北洪湖
湖北监利等县市的消息，也
是“小龙虾今夏丰产丰收，
供应不成问题”。

【原因】电商入局 3年

抢占约三成市场

那么，小龙虾餐厅到底
为何价高又断货呢？

中国小龙虾协会秘书
长蔡俊表示，国内的小龙虾
消费正在从以餐饮为主导
变为更加多元化的方式。资
本入局也让小龙虾不再简
单是一个菜品，而成了一款
爆品。

“虽然没有具体的统
计，但是从2015年开始电商
入局小龙虾市场以来，约有
1/3份额的小龙虾是从电商
销售出去的。”蔡俊表示，电
商以销售包装半成品虾为
主，大多与小龙虾产地的生
产厂家签订合作协议，优先
保证电商供应。

“这种类型合作势必会
影响到原有的餐饮合作。”
蔡俊表示，这样倒逼一些大
型餐饮公司加入这一采购
模式，但是体量上难以与电
商销售规模比肩，而小型餐
厅拿到的价格就更高了。

小龙虾已经不再是京
沪吃货的专宠。根据盒马鲜
生门店销售情况，武汉在5
月份的销量远超过北京上
海和南京。

“小龙虾的经销商更青
睐于新兴市场，比如传统的
厦门、广州等海鲜城市此前
是不屑于吃小龙虾的，如今
也成了餐饮新贵。”蔡俊表
示，现在更多的经销商更愿
意去新兴城市，而频频波动
的货源再加上不断新生的
小龙虾餐厅也让北京等一
线城市的抢货大战更加激
烈。

另外，朱丹蓬也表示，
小龙虾近两年消费量增长
迅猛，相比于产地扩充养殖
面积来说，速度更快。也就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稀缺
效果。同时，由于房租、人工
等成本上涨，即使原料价格
大幅下降，商家也大多会选
择获得更大利润空间，而不
是随行就市。

【分析】成熟产业受资

本青睐

2016年8月美团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小龙虾市场
从2015年起获得爆发式增
长，市场规模现已超过1000
亿元。

由于世界杯的东风，今
年小龙虾买卖的兴旺更上
一层楼。除了国内的商户催
要原料，生生将小龙虾上市
季提前了一个月外，对于国

外的输送也借着世界杯开
始了。5月31日上午，10万只
世界杯版小龙虾通过中欧
班列从武汉出发发往俄罗
斯。

小龙虾并不是餐饮历
史上第一个成为爆品的菜
品，但为什么只有小龙虾能
爆红全国？

很多业内人士有自己
的观点，其中时间点上存在
一定分歧，比如一派观点认
为小龙虾在2010年已经有
全国消费基础，只不过京沪
两地消费特别突出；另一派
则认为，是北京的簋街捧红
了小龙虾，因为“麻小儿”这
个词在北京走红正是2001
年前后的事，是簋街和小龙
虾互相捧红了对方。

以北京为代表的内陆
北方居民对水产的执念，南
方人或者沿海地区的人总
是不能理解。小龙虾沾了一
个“虾”字，让消费者产生莫
名的好感。而做法则用了当
时席卷北京的麻辣口味，在
消费层一炮而红。当时小龙
虾只有2.5元一斤，一斤10
只，加重麻重辣炒制，卖2元
钱一只，一天光卖小龙虾就
能卖得盆满钵满。

在世纪之初，请客来簋
街，已经成了北京人一件时
髦的事情。不论簋街当时流
行什么，一盆小龙虾总是餐
桌上不可缺少的吃食。而这
种风潮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全国人民。

蔡俊表示，小龙虾在一

线城市兴起，然后由于人口
流动被带到了全国。

对于为什么选择小龙
虾，每日优鲜水产负责人王
帅介绍，一个是市场前景，
另外一个就是小龙虾其实
有相对成熟、规模性的生产
企业，极易形成电商需要的
产品标准化。

蔡俊表示，很多小龙虾
产地的水产加工企业早就
在制作小龙虾成品。随着电
商入局，需要小龙虾成为包
装食品，这些企业则把重点
转向了国内，双方一拍即
合。

王帅向记者介绍了其
产品的生产流程———当天
捕捞的小龙虾需要在一小
时之内进入位于基地旁边
的工厂，经过3次超声波清
洗、生物吐肠线技术、瞬时
灭菌，有效确保小龙虾的清
洁度。随后，采用多种配料
烹饪成麻辣、十三香、蒜蓉
等口味调理虾，采用零下
196摄氏度超低温液氮急
冻，即可发货。这一套流程
走下来，一只小龙虾从捕捞
到做成成品所需的时间不
足两个小时。

在市场不断扩大的背
景下，近两年，资本频频入
局小龙虾生产、销售等多环
节。截至2017年，多个小龙
虾品牌就先后累计获得近
9000万的融资。

加上此前流传版本颇
多谣言近两年被逐一击
破，各种小龙虾广告在公
共或社交媒体上的宣传也
层出不穷，更加推涨小龙
虾市场。

电商和休闲食品企业
入局、餐饮企业开发小龙
虾B端市场……从田间到
餐桌，小龙虾蜂拥进了无
数企业，这也将会为行业
带来拐点和洗牌。

（据《法制晚报》）

深受青睐的小龙虾越来越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