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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海参调查

养养殖殖户户一一天天两两测测海海水水温温度度盐盐度度
不少养殖户“痛定思痛”，打算明年夏天给海参遮上防晒网

本报记者 李娜

海参养殖遇“天灾”，
养殖户们虽然赔惨了，但
生 活 还 要 继 续 。“ 水 温
29℃，盐度24‰。”21日上
午11点，莱州刁龙嘴的海
参养殖户安遥刚，刚刚测
出了海水的温度和盐度。
这个数值让他放了心。“天
灾”造成多半海参死亡，因
为担心池子里仅剩的海参
会同样遭难，他一天两次
测水温和盐度。8月上旬之
后，他家参池的海水温度
逐渐从最高的33℃降到了
29℃，盐度从16‰上升到
了24‰-25‰。

东方海洋在莱州、牟平、海阳等
地都开有海参养殖的分公司，拥有适
合海参养殖国家一类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4 . 14万亩，海参精养池2400多
亩，这次极端天气是否会对东方海洋
的海参养殖造成影响？

“我们公司95%的海参属于‘底
播’，几乎不受这次恶劣天气影响。”
20日，记者致电东方海洋，东方海洋
董秘于德海说，当天上午他给各个养
殖分公司打电话落实损失情况，池塘
养殖的海参，水位在3米左右，除了小
部分的池塘受损，海洋牧场的底播海
参没有受到影响。

21日，关于莱州养殖海参大面积
受灾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作为坚持
科学养殖、构建海底牧场进行底播刺
参养殖的东方海洋(002086)，股价走
势平稳向上，21日收盘价为8 . 83元/

股，涨幅2 . 91%，远超大盘涨幅。
有专家认为，莱州等地海参大面

积死亡，下半年海参价格必定大涨，
估计到年底鲜海参价格能从现在的
每斤六七十元涨到一百元左右。而作
为海参养殖主营产业的东方海洋，因
受损面积微乎其微，将会“因祸得
福”，收益和利润都将有大增长。

本报记者 李娜 李园园

95%海参属“底播”

东方海洋未受影响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李娜)

为全面掌握异常天气对海水水质的
影响，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
在莱州三山岛、招远辛庄、龙口、蓬
莱、牟平养马岛东等重点海域的养殖
区、保护区布设各类监测站位85个，
出海18航次，采集海水样品900多个，
沉积物样品30多个，浮游动植物样品
100多个，底栖和生物质量样品20多
个，累计获取各类监测数据3000多
组，为应对灾情提供科学依据。

“8月2日，招远、莱州市海洋与渔
业局反映，近岸海域出现水色异常和
底播海参死亡。针对异常天气影响，
渔业部门领导当天就去实地做了调
查。”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
介绍。

据了解，目前烟台市工厂化海参
苗种存养量约500万斤(10亿头)，主要
集中在蓬莱、长岛等地，未受异常天
气影响。不管是苗种质量、数量能够
满足灾后恢复生产需要。预计9月下
旬开始陆续投放养殖。

10亿头海参苗种

可供恢复生产

两万斤海参

剩不到两成

安遥刚的海参池就在海
边，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他家的海参也没幸免于低盐
和高温的“烤”验。今年是他
养海参的第 1 0个年头，秋季
和明年春季可收获的20000多
斤海参，在夏季的强降水和
高温过后，剩下不足两成。

8月7日开始，莱州仓上养
殖海参的池塘边上，就可以到

处看到打捞上来的化皮海参。
记者在安遥刚的冰箱里看到了
当时挑拣出来的吐肠海参，两
小袋海参被简单加工冷冻了起
来，海参个头都很小，身上还有
白色的斑点。他的妻子介绍，这
些发白的海参就是刚要化皮
的。“别看这是小小的两坨海
参，要是长到年数，得值5000块
钱。”

她说，那几天各家各户
听不到大声说笑，男人一个
劲儿抽烟，女人一个个抹眼
泪。这话刚落地，另外两位养
参人回应说：“别说吃饭，想

死的心都有了。好几年赚的
钱一下子进去了。”

大多数养殖户

打算继续干下去

到了吃饭的点，安遥刚的
桌子上摆了一小盘凉拌黄瓜、
一盘小咸菜、一碗粥、两个馒
头、两瓶啤酒。冰箱里有鱼有
肉，妻子没心思做，他没大胃
口。“说‘死’真的是凉透心的
话，缓一缓，日子还得继续过下
去。”安遥刚说。

在他的海参池对面，是
一家企业的养殖基地，因为
使用了防晒网，温度比其他
海参池低1-2℃，小海参的情
况略好一些。采访中，不止有
一家养殖户说，明年夏季一
定给海参遮上防晒网。

“前天去招远看了看海
参苗，1000个头一斤的从75块
涨到150块了。今年投苗得花
大价钱了！”安遥刚抱怨了几
声。

海参养殖户们还得继续生
活，他们大多数准备天凉下来，
投上海参苗，继续干这老行当。

省内多地受灾，海参总产量将下滑

业业内内预预测测：：秋秋季季鲜鲜海海参参价价格格将将大大幅幅上上扬扬

养养殖殖户户““受受伤伤””，，烟烟台台海海产产养养殖殖保保险险缺缺位位
记者调查：“稳赔不赚”让各保险公司望而却步

▲21日下午3点，村民在栈桥晾晒捕
捞的野生海参。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21日，海参养殖户安遥刚测完海水
温度、盐度，说数值正常。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本报记者 姜宁

虽然由于天气灾害，烟台
市一些海参养殖区域出现了海
参批量死亡的情况，但是因为
本市没有相关的海产品养殖类
保险，这一大笔损失只能由养
殖户自己来承担。

2 1日，记者咨询了烟台
市多家大中型保险公司，得
到的回复都是“不做海水养
殖类保险”，当记者问及原因
时，保险公司人员大多说“总
公司没有此类产品”或者“稳
赔不赚，不做了”。

烟台保险业一位资深人

士介绍，20世纪80年代，诸如
中国人保这类老保险公司曾
经推出过几款针对海产品养
殖的保险产品，但是没过几
年就全部“下架”不卖了。“曾
经有一年，海产品养殖类的
保费收入只有几十万元，却
赔了7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
一个大数目了。而且烟台自
从有了此类保险后，保险公
司 做 的 都 是 稳 赔 不 赚 的 生
意。”

为何此类保险稳赔不赚？
烟台市保险业行业协会秘书长
张安澜介绍，当时的海产养殖
产业技术落后，受灾几率极大，

养殖户几乎都是看天吃饭，以
近海养鱼来讲，一旦风暴潮来
临后，海平面上升，养的鱼非死
即跑，养殖户受损后保险公司
就要给予巨额赔偿。

另一位当年的知情人道出
了保险公司之所以不做此类保
险的又一苦衷。“曾经出过道德
风险问题，也就是有养殖户骗
保。”据介绍，当时养殖户养殖
贝类的时候，虽然经常会有泥
沙被冲入养殖池中，造成贝壳
大量死亡的情况，但是也存在
故意在养殖池中放沙子骗保的
行为。“此外，扇贝养殖池都是
一块一块分离开来的，出了事

故之后要一处处勘验，由于没
有海图、又不认识海路，很容易
造成反复勘验、一个养殖池赔
几份钱的情况出现。”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
期，烟台市几家保险公司陆
续取消了这一险种，并且短
期内也不会有再增设这一险
种的可能性。“首先，8 0年代
的养殖类险种都是烟台分公
司发售的，而现在只有总公
司才有权力发售保险产品。
其次，对这类稳赔不赚的险
种，除非有政府的财政补贴
支持，否则保险公司不会涉
及。”张安澜说。

本报记者 姜宁 李娜

因受“天灾”影响，今年海
参产量会减少。业内预计，今年
10月新海参上市后，海参价格
肯定会大幅上涨。

据了解，本次极端天气
不仅对烟台的池养海参造成
了较大影响，山东省内威海、
东营、潍坊等地的池养海参
也受了灾。养了两三年的海
参，本要在今年秋季或者明
年春季上市，如此一来，市场
上整体的海参产量将受到影

响。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秋季
甚至一两年内的海参价格都
会比较坚挺。

“目前海参夏眠，还不知道
价格会怎么样。但是从大棚养
殖的海参看，从58元一斤涨到
了68元一斤，一天一个价。秋季
池养海参的价格肯定会上涨。”
莱州海参养殖户安先生判断
说，按照常理，如果以棚养海参
的价格当做标准，秋季池养海
参要比棚养的贵十几块钱一
斤，至于底播的，价格就更高
了。

另一位业内人士说，这次
海参受灾对未来会有不小的影
响。“一般情况下，每年10月份
鲜海参上市之后，鲜海参每斤
能贵5元左右，预计今年会贵更
多。但是究竟会贵多少，还要根
据那时候的收购商多少和收购
量来决定。不过从今年的情况
来看，收购商会很多很多，因为
这次大连等地方受灾也很严
重。”

据了解，现在的海参批发
商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养自卖，
还有一种是经销商，也就是从

养殖户那里批发过来再卖。这
样的话，价格也会有差别。采访
中记者遇到一位海参经销商，
当谈到未来价格时，他说，今年
新上市的鲜海参价格“比往年
肯定要贵，会比现在每斤贵六
七元。”

南大街一位星级酒店高管
李经理说，未来可能会随着海
参价格的升高而多进些货，但
现在还没有接到囤货的通知。
因为这次灾害的受损情况还没
有调查清楚，未来的价格走势
也不能充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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