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版
2013年2月22日 星期五

特别报道

本版编辑 管培利 郭存举

20 日一早，记者刚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北大
门，一条醒目的横幅就映入眼帘：“3 月 31 日前，对大
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土豆、洋葱、黄瓜、西红柿、
豆角等 8种蔬菜实施入场费减免政策”。

“40 斤起卖，一斤 3 元。”在该市场的蔬菜交易
区，来自山东省临邑县的西红柿经纪人张怀文不时吆喝
着。就在几小时前，他跟妹妹张怀晶载着 1.2 万斤西红
柿，行程 800 公里，来到了新发地。上午 8 时许，进货
人越来越多，菜车前逐渐热闹了。

“过去一周，西红柿每斤累计降了六七毛钱。菜价
下降有多种原因，入场费只是其中之一。减免入场费以
后，我这种规格的车单次能省 220 元。”经营了 10 多年
西红柿批发的张怀文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入场凭证。“咱
们简单算一下，220 元钱平摊到 1.2 万斤西红柿上，每
斤也就是 2 分钱，不会对零售价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对
于我们卖菜的来说还是获利不少，毕竟一次省 220 元，
每 2天来一次，一个月也能省好几千元。”

一旁同县的经纪人张宝雪接过话茬，“我们卖西红
柿的比卖黄瓜的风险小，最近黄瓜都是一元一元波动，
西红柿则是两毛两毛波动。”他解释说，西红柿存放比

黄瓜、叶菜类等容易，价格波动也相对小些。最近天气
转暖，地头收购容易多了，单个棚里能出 3000 斤，而
前一段天气冷，每个棚才 1000 斤左右，这是降价的主
要原因。他说，再过一个月，赤峰的西红柿大规模上市
后，价格还得再降，估计会到 2.3元。

9 时许，记者来到了黄瓜交易区。“节后提前返京的
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菜价高了很多。过节期间，新发
地的黄瓜批发价最高卖到 6 元多一斤，城里的小门店零
售能卖到 12 元一斤。”来自辽宁的黄瓜经纪人杜蕊娟
说，过节期间，由于蔬菜零售商大量减少，而市民需求
大大增加，因此菜价涨幅较大。目前，新发地黄瓜批发
价已降至每斤 3.5元至 4元。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门负责人刘通说，其实今年春节
期间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比春节前还下降了 10%
左右，尤其南方蔬菜为稳定北京市场的供应作出了很大
贡献，青皮冬瓜、菜花、莴笋、团生菜等上市量都很
大。为保障冬季蔬菜市场供应，北京市不仅对新发地批
发市场免收入场交易费实行专项补贴，还与 10 省区的
20 个供京蔬菜主产地发起保供联合行动，蔬菜日均供应
量增加 2000吨以上。

那为何最近几天多数市民仍感觉菜价贵？多位蔬菜
经纪人说，原因主要是大部分蔬菜零售商回家过年，只
剩下小部分菜商，没了竞争要价自然就高。“最近几年
北京蔬菜价格走势的规律来看，每年的 1、2月份都是全
年价格最高的月份，这是蔬菜价格季节性波动的正常表
现。”刘通说，农历腊月廿八，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
平均价最高达到每公斤 3.37 元。随着春节结束，蔬菜价
格开始逐渐下降。

菜贩告诉记者，北京及周边地区大棚生产的叶类菜
价格在短期内会有明显回落。因为速生菜生长期相对较
短，随着气温回升，生长速度逐步加快，产量会稳步上
升。不过，由于部分终端销售蔬菜的菜贩还没有回京，
菜价下降传递到终端市场还需要一定时间。刘通预测，
元宵节后北京零售终端菜价将逐步回归正常水平。

“春节过后，蔬菜的总体上市量会高于去年同期，
价格总体走势是回落，这个过程一直会延续到夏季到来
之前。”刘通说，尽管冬季出现极寒天气，菜价长时间
高于上年同期，但后续种植的蔬菜受到的影响较小，在
气温逐渐回升之后，北方暖棚蔬菜以及冷棚蔬菜的上市
量会明显加大，价格回落是必然。

2 月 19 日上午 9 点，山东省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3 号交
易大厅，记者看到一个角落里整齐地码放着花菜，却少有
人问价。透过塑料包装袋看到，花菜表面已开始生斑变
色，品相不佳。物流园外省蔬菜交易大厅负责人孙钢领告
诉记者，这些蔬菜是浙江菜商销售后的余货，由于花菜市
场需求不大，销路不好，菜商着急返回，所以将货放在这
里低价销售。

物流园市场部经理张楠告诉记者，目前，物流园日均
交易蔬菜 2000 万斤左右，整体交易量较往年同期上涨
30%，但从当前供销比例来看，外地和省内周边前来交易
的货源充足，而前来购买的客商并不很多，蔬菜交易总体
上供大于求。

在物流园 1 号交易厅胡萝卜交易区，菜商孙光俊正在
组织卸车。他说：“今年的销量比往年大，寿光当地的库
存销售没了，这是刚从外地调运来的，今年我已经卖出 1
万吨。”据了解，寿光当地 5 月至 10 月能生产两季胡萝
卜，总量在 1000 万吨。9 月份内蒙古和春节后福建的胡
萝卜陆续上市，货源供应充足，而北方缺货，使得胡萝卜
供销顺畅。孙光俊说：“很多蔬菜销售商都很有经验，预
报天气不好都会提前调配货源，因此今冬的雨雪冰冻天气
没有对运输造成较大影响。”

走出物流园，记者来到寿光东部的燎原果蔬配送大
厅。大厅里，人来人往，送菜的村民络绎不绝。燎原
果蔬是寿光发展比较成熟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专业
蔬菜生产公司，菜农供菜占到公司外销蔬菜的一定比
例。前来送菜的菜农姚子亮说：“这个冬天主要种的是
无刺小黄瓜，每天早上 6 点开始采摘，两个小时就能摘
100 公斤左右，送到合作社，称重后拿张收条，顺便带
走前一天送货用的包装，月底拿着收条结算货款，既
方便又省时。”

公司经理李春香说：“春节期间蔬菜需求量增大，我
们每天最多能发 7 万斤蔬菜，共 15 辆车每天凌晨 1 点到 5
点分几条线路送往省内和北京各大超市。我们的蔬菜主要
直供超市，质量要求高并且不能间断供货，遭遇雨雪天
气，外出的司机回不来，我们只能雇车发第二天的货，成
本相对增加，但是我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货畅其
流，满足节日期间蔬菜供应。”

中国蔬菜指数发布中心经理国明倩表示，春节前后是
蔬菜价格波动较大的时期，春节期间蔬菜需求大，造成价
格上涨，节后很多供应商回家过年，投入运营晚，会造成
市场供货短缺。蔬菜运输受天气影响较为明显，今冬雨雪
天气频繁，也加大了蔬菜价格波动。总体上看寿光蔬菜市
场供应充足，价格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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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十，凌晨 4 点多钟，当甘肃兰州整个城市
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张苏滩蔬菜瓜果批发市场已经热
闹起来了。尽管前一天下的雪还未融去，但市场外的马路
上，早已停满了装载新鲜蔬菜的小货车，一些小贩在车辆
间来回穿梭，推着板车向市场里转运蔬菜。

在一处批发摊位上，老家在陕西的马建斌打着手电筒
以每斤 4.5 元的价钱精心选了两箱黄瓜。过秤的空儿，老
马向记者说起了兰州蔬菜市场的行情，“张苏滩是市区里
最大的批发市场，基本上所有像我这样的零售户都在这里
进菜。马路边上停着的那些车里都是黄瓜、韭菜、辣椒这
些附近县区产的本地菜。要买南方运来的外地菜，就得到
市场里面来。”过完秤，老马边走边向记者说，“这里的外
地菜都是从大青山批发市场运过来的，每斤菜能贵个两三
毛钱。”

老马口中的大青山批发市场地处兰州郊区，离张苏滩
有 10 多公里。受兰州城区交通状况限制，兰州市政府在
2010 年的时候把原来的张苏滩蔬菜瓜果批发市场整体搬
迁到大青山，张苏滩只剩下一些蔬菜批发户。

早上 7:30，记者随老马来到了他在宋家滩肉菜市场
的摊位。卸货上摊，把所有菜摆放整齐，正好赶上菜市场
开门营业。一斤黄瓜的零售价在这里成了 6 元钱。“你别
看这会儿差价大，到下午、晚上的时候很多菜就得低于进
价卖。”老马向记者解释说，平均下来，一斤菜他只能赚
五六毛钱，“我们两口子都得守在这摊位上，去掉各种支
出，一年也就赚两三万元。”

回来的路上，记者细算了一下，流通环节是抬高菜价
的一个重要因素。以黄瓜为例，榆中县的产地到老马的摊
位上，距离不到 50 公里，但价格却从 3 元钱变成了 6 元
钱，一斤黄瓜在这短短的“旅途”中先后经过了至少 3 次
交易才能到市民的餐桌上，而产地在南方的一些蔬菜经过
的交易流程更多一些。降低菜价，是不是可以从减少流通
环节上想些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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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旅客上午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90后青年，新一代的雷锋再现”。

这位旅客姓陈，昨晚送 80 多岁的父母来

西站坐高铁，由于高速铁路不出售站台票，

陈先生没法把老人送上火车。两位老人腿脚

不太好，行李又多，陈先生十分着急。

我们的工作人员李蕊发现了这个情况。

陈先生把担心的事情告诉了她，这位“90 后”

小姑娘听完后痛快地跟陈先生说，“放心吧，您

父母就交给我吧，我带他们上车。”

“我起初还不太放心，但是交谈后发现她

特别有责任心又很会照顾老人，于是我特别

放 心 地 把 父 母 交 给 她 了 。” 陈 先 生 说 。

（常 理整理）

2月21日 晴

“90后”小姑娘有责任心
北京西站值班站长 王友妮

“每天一睁眼就得四五十元钱的菜钱，今天光是 3 斤
圣女果就花了 14 元。”19 日早上正在海南海口市龙舌坡
菜市场买菜的赵女士，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每天的菜价，令
她欣慰的是，现在的菜价比春节前降了不少，但“菜价依
然很高”。

“化肥、农具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是推动蔬菜价
格攀升的主要因素。”海口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20 日，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不少农民正采摘泡椒，
“现在的收购价很低，昨天还 1.3 元一斤，今天有些只能
卖到 9毛钱，也就刚好够本。”种植户莫亮启告诉记者。

收购价低，市场上菜价却一路攀升，差价在中间环
节。以豇豆为例，在乐东县佛罗镇的收购价在 1.6 元左
右，收购商一般会请当地人做经纪人。“大老板会给经纪
人定个价和质，比如说价格 1.8 元一斤，质量中等以上，
那么经纪人就有了操控的空间，压低收购价，中间的差价
就是利润，一般来说一斤豇豆都有 2 毛钱以上的利润。”
有种植户告诉记者。收购商还要请分拣、包装、运输工
人，批发到小摊贩手里价格已近 2 元钱，摊贩还要给市场
缴纳一定费用，市场上菜价高就不难理解了。

1 月，海口采取安排 1968.98 万元价格调节基金、在
海口 4 个区分别建 1 个至 2 个小型本地蔬菜批发市场等
措施应对菜价上涨。减少流通成本的农超对接受青睐。
海口家乐福有关负责人陈玉表示，专业合作社在家乐福
海口 3 家门店都设有固定的专柜。通过农超对接，最高
可让利消费者 20%以上，而农民增加收入也在这个比例
之上。

“老百姓还没体会到去超市买菜的实惠，一些年纪大
的市民还是习惯去菜市场买菜，其实超市的菜比市场还
便宜一些。”30多岁的市民王女士更习惯在超市买菜。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
超对接对于克服传统批发市场流通模式的弊端，缩短流
通环节、减少流通成本、缩短路径，对于缓解农民“卖菜
难”和城市居民“买菜贵”的问题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19 日，上海寒冷依旧，江桥蔬菜批发市场车来人
往。这里日均销售全国各地来的蔬菜 6000 多吨，上海
市民也因此能一年四季尝遍从南到北各地时鲜蔬菜。

来自江西抚州的黄海明告诉记者，昨天一说要下
雪，客户都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天就晴了，今天只有茄
子卖完了，价格也比前两天下来了，一箱 35 斤卖 75
元，农历腊月廿七那天价格卖到 110 元一箱。黄海明说
去年他连续亏了 10 个月，因为收购价、运输费都在涨
人工涨得最厉害，今年开始赚钱了。

山东苍山的任士飞在卖自家种的紫甘蓝，他在上
海 奉 贤 星 火 农 场 租 了 130 多 亩 地 ， 雇 人 种 ， 亩 产
8000 斤。他的紫甘蓝还卖到北京、山东等地。“今天
的价格是 8 毛一斤，比去年涨了差不多一倍。今年赚
了 20 万元，打算给儿子买辆货车，还想在老家的县
城买套房。”

江桥批发市场董事长王永芳告诉记者，今年春节，
青菜、卷心菜、芹菜、菠菜、长萝卜、番茄、辣椒、黄
瓜和花菜 9 个品种供应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菠菜和花菜
的增长为 70%以上。价格比去年同期低的品种有青
菜、长萝卜、冬笋、番茄、黄瓜、花菜，其中辣椒价格

下降幅度最大，达 59.29%。
17 日至 19 日，江桥蔬菜批发市场共成交 12900

吨，价格比去年有所上升。18 日因为下雪，菜价总体
价格也上扬了 5%，今天雪停了，价格也应声下跌。

江桥是国内比较大的蔬菜批发市场，王永芳告诉记
者，他们会向 86 个蔬菜生产基地发布信息，也会推荐
一些好的蔬菜种子给一些基地种植，储存一部分耐储存
的蔬菜保证市场供应，对进场交易的每车蔬菜检测把
关，40 分钟就能完成快速检测。此外，已完全实现了
大市场大流通的江桥每天还会有 500吨左右的蔬菜流向
长三角地区省份。

采访时，有的菜商表示赚钱了，有的白辛苦了，而
他们身后还有更多农民“几家欢乐几家愁”。王永芳认
为，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畅，“菜篮子”是个
长长的产业链，每个环节如何实现无缝对接，有许多事
要做，不仅仅是注重信息化建设，还要从种子改良做
起，生产过程监管、硬件设施建设、违禁农药堵截，全
面推进，缺一不可，只有做好顶层设计，上下联动，才
能让农民有的放矢种好安全菜，市民称心如意吃上放心
菜，“菜篮子”才会越拎越稳当。

上海：

为供四季时鲜菜 几家赚钱几家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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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成本上涨 价格攀升
本报记者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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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2 月 18 日，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镇

富强村菜农在温室里劳作。受冬季极寒天气影

响，今年黑龙江省局部地区蔬菜减产。

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右图 2 月 20 日，北京新发地市场，来自

山东省临邑县的西红柿经纪人张怀晶在整理西

红柿。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