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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在盱眙县发布《中国小龙虾
产业发展报告（2018）》：

小龙虾社会经济总产值去年2685亿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学会12日在盱眙县联合
发布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2018）》。 据测算，2017年我国小龙虾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
2685亿元，比2016年增长83.15%。
■

新华社

在产业产值方面，我国小
龙虾产业从最初的“捕捞+餐
饮”起步，逐步形成了集苗种
繁育、健康养殖、加工出口、精
深加工、物流餐饮、文化节庆
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017
年， 小龙虾养殖业产值约485
亿元，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
业产值约200亿元， 以餐饮为
主的第三产业产值约2000亿
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
国从事小龙虾生产经营的合

作经济组织近5000个，小龙虾
全 产 业 链 从 业 人 员 约 520 万
人。
在 养 殖 生 产 方 面 ，2017
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产量为
112.97万吨，其中湖北省63.16
万吨、安徽省13.77万吨、湖南
省13.57万吨、 江苏省11.54万
吨、江西省7.44万吨。 上述5省
份的小龙虾养殖产量共计为
109.4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6.91%。
我国小龙虾国内消费以

餐饮为主， 从消费方式看，主
要分传统的夜宵大排档、品牌
餐饮企业的主打菜品、互联网
餐饮等三种；从消费者年龄结
构看，小龙虾的消费受众以20
至39岁的年轻群体为主，50岁
以上消费群体和19岁以下消
费群体占比相对较少；从国内
市场看，小龙虾的消费主要集
中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
大中城市，北京、武汉、上海、
南京等城市的年消费量均在
万吨以上。

全省首家业委会协会在清江浦区成立
■

通讯员青轩
商报讯 小区是城市居

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城市
管理中最为基本的单位。 近
日，全省首个业委会协会在清
江浦区成立。协会广泛凝聚业
主合力， 全力推进小区自治，
在全省率先探索小区治理新
路径。
新成立的协会目前有团

体 会 员 42 个 、 特 邀 会 员 27
名。 这42个团体会员即42个
小区业 委 会 ，27 名 特 邀 会 员
相当于智囊和法务 ， 由 法 律
界、学术界、新闻界以及企
业界的公益人士组成。 协会
成立后将与清江浦区司法
局携手共建清江浦区物业
纠纷调解中心，化 解 小 区 物
业矛盾，真正发挥 协 会 的 行
业指导、协调、沟通、纽带和

自律作用，促 进 全 区 小 区 自
治水平提升。
“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我们成立清江浦区
业主委员会协会，将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在小区治理中化解
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作
用。 ”清江浦区业委会协会会
长曹军华说。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

60岁以上老年人近三成仍在工作
■

新京报

最新的中国城乡老年人
生活状况调查显示，2015年，
我国有27%的60岁以上老年
人口仍在业，其中60-64岁的
“
低年龄” 老年人在业人口占
60岁以上总在业人口的56%。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2
亿人， 其中在业人口数量为 人口在业率超过10%，男性为
5957万人，相比1990年增长了 16%。
54%。 但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
文化程度似乎不大影响
人口比例计算，老年人口在业 老年人口的在业情况。数据显
率在逐年下降。
示，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口
男性老年人口在业率下 在业率最高， 而“未上过学”
降明显，而女性老年人口在业 “
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老年人
率却在增长。 1990年，我国男 口在业率较低。接近一半的老
性老年人口在业率为21%，女 年在业人口是通过“个人关
性为7%。 到2015年，女性老年 系” 获得现有工作，26%的老

年人是通过自己创业获得现
有工作。
独居老人相比“仅与配偶
同住”和“与子女同住”的老
人， 在业率最低。“与子女同
住” 的老年人口在业率相当
高，达到10.34%。 调查显示，
有10.7%的老年在业人口认为
子女存在“啃老”的情况。

我市部署2018年度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动
■

通讯员简鸿剑
商报讯 为迎接

6月14日第十五个世
界献血日， 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 保持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城市荣
誉称号， 落实市政府
下达的 《2018年度全
市各地各部门单位无
偿献血目标任务》（淮
政办传 [2017] 116
号），进一步深化全市
党员干部做表率，志
“
愿服务献热血”活动，
日前， 市文明办发出
通知， 部署2018年度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
动， 号召我市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志愿者积
极踊跃参加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通知要求， 市各
级文明行业文明单位

文明机关党员干部职
工要积极投入到本次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集
中行动中， 为全市广
大群众带好头、 做表
率，为社会献爱心、作
贡献。 市行政中心及
周边各部门单位集中
献血时间为2018年6
月13日-15日， 届时
市中心血站在市政府
大院内设采血点，并
开展宣传活动； 淮安
区、洪泽区、金湖县、
盱眙县、 涟水县自设
采血点位， 尽可能与
市级机关同步行动。
清江浦区、淮阴区、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淮安工业园区、 淮安
生态文旅区、 苏淮高
新区等地与市中心血
站联系落实献血时间
及相关事宜。

我市社保费率继续阶段性
执行19%单位缴费比例
■

记者周涔嘉
通讯员朱勇
商报讯 记者11

日从市人社部门了解
到， 为进一步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运行成
本， 从2018年5月1日
至2019年4月30日，淮
安市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率继续阶段
性执行19%的单位缴
费比例， 个人缴费比
例仍为8%。
在2016年5月1日
至2018年4月30日期
间， 江苏省阶段性降
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1
个百分点， 由20％降
至19％。目前，我市根
据国家和省部署继续

阶段性降低社保费
率。
“社保费率的降
低并不会影响我市职
工社保待遇。”市人社
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主
要由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
组成， 根据基础养老
金计发公式， 基础养
老金计发的高低，主
要取决于省公布的职
工退休时上一年度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职工本人平均缴费基
数和缴费年限等因
素， 因此下调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 不会影响
职工退休后的养老待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