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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位于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
的海丝泛家居体验中心英良馆采访，这里的“泛家居”产业
联盟给家居建材企业带来了不小变化。

所谓“泛家居”，是以工程家居设计为基础关联，以建材
生产、装饰设计等跨行业资源整合为营销点的新型工程家
居营销新理念。2015年，南安市牵头搭建了泛家居的产业
平台，成立了泛家居联合会，鼓励石材、洁具、瓷砖等企业加
入泛家居联盟，并明确以股份制拟上市公司为目标，成立南
安市泛家居投资公司，主要投资运营泛家居线上多功能平
台、泛家居线下体验营销中心。

南安是我国著名的建材之乡，石材加工行业是南安市
的支柱产业，全市拥有规模以上石材企业近300家，全产业
链年产值超过600亿元。英良集团是南安石材行业中的佼
佼者，但该集团董事长刘良说，英良集团的市场营销一直是
靠自己的团队“单打独斗”，考虑到B2C市场需要高成本的
渠道建设费用、品牌推广投放以及售后服务保障体系构建，
公司的市场营销主要以 B2B 为主，几乎主动放弃 B2C 市
场，高昂的渠道布局成本让英良集团望而却步。

当地许多家居建材企业都有着和刘良一样的困惑：即
使B2C是一块蛋糕，也可能被渠道的成本压力拖累。南安
市委书记王春金告诉记者，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南安
市家居建材行业的传统优势明显减弱，企业要想在新形势
下找到新“蓝海”，关键要在生产端开展设计创新、技术创
新，在供应链推进营销创新、服务创新，突破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瓶颈和困难，培育发展新动力。

刘良告诉记者，依托泛家居产业联盟，南安市的家居行
业由过去的“单打独斗”转变成了“立体化作战”。在线上平
台，消费者轻轻点击鼠标，就可以轻松获取家居解决方案；
在线下的体验营销中心，消费者可以更加真实地体验和感
受不同家居解决方案带来的视觉效果和舒适度。

“我们已经和九牧洁具达成进一步的合作意向。”刘良
透露，2017 年起，英良集团与九牧洁具进一步加大在家居
融合产品领域的开发，并借助九牧洁具在全国超过 2000
家的门店，把石材产品融合到九牧洁具的门店中，为消费者
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展示。

王春金表示，目前，南安泛家居产业联盟的各项工作都
在稳步推进。2017年，泛家居产业联盟将继续在全国各大
城市建设线下体验中心，并策划打造泛家居产业园区，建设
泛家居产品生产、设计中心，力争实现泛家居联盟企业间的
协同制造，有效降低泛家居联盟企业间的生产成本。

同时，还将继续推进泛家居的线上多功能平台建设，力
争在 2017 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2018 年至
2019年实现线上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2020年内实现线
上交易额突破1亿元。

2016年大豆进口量再创新高。根据
中国海关统计初步数据显示，2016 我国
累 计 进 口 大 豆 8391 万 吨 ，较 2015 年
8169 万吨的大豆进口量增加 222 万吨，
增幅为2.7%，再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黑龙江大豆协会会长唐启军看
来，2016年全球大豆产量处历史高位，美
国和巴西大豆产量均创历史新高，供给
宽松。国内大豆压榨量、结转库存、基差
销售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是导致我国
大豆进口量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从油脂压榨量来看，2016 年油脂压
榨利润比前几年有所好转，大豆压榨量
有 所 提 高 。 2016 年 全 国 大 豆 压 榨 量
8300 万吨，2015 年大豆压榨量 7969 万
吨，2016 年比 2015 年压榨量增加了 331
万吨。2016年大豆油厂压榨利润为正的
时间超过了 2015 年，2016 年除了 4 月至
6月份美豆大涨时压榨利润为负，大部分
时间油脂加工企业都有比较好的利润，
激发了大豆加工积极性。

从大豆结转库存来看，2016 年流通
环节进口大豆库存较往年有所增加。
2015年国内进口大豆结转库存在450万
吨至 600 万吨之间，2016 年国内进口大
豆结转库存在550万吨至650万吨之间。

基差销售增长也是导致去年大豆进
口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与传统一口价的
定价模式不同，基差销售的定价采用“合
理基差+期货价格”的模式，卖方与买方
在签订销售合同时并不确定最终价格而
只确定基差，最终价格由买方在签订合
同到最终提货期这段时间内任意选择一
天相应期货品种合约的价格加上此前确
定的基差确定。2015年国内油脂加工企
业豆粕的未执行合同基本在 250 万吨至
450万吨之间，年底一度回落至200万吨
左右。2016年油厂豆粕的未执行合同增
长到近 500 万吨，基差销售的增长也增

加了油脂加工企业的采购热情。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资深分析师陈艳军

认为，国内饲料行业对大豆植物蛋白需求
的持续增加，是导致大豆进口量创新高的
最直接原因。大豆蛋白是我国生猪养殖、水
产养殖、禽类养殖所需要的植物蛋白的主
要来源。就生猪养殖而言，受养猪效益的驱
动和国家对生猪生产政策扶持的影响，去
年我国部分地区养猪生产出现了恢复性增
长，对豆粕需求仍然持续增加。

豆粕与菜粕的价差大幅度缩小，也
是导致饲料行业对豆粕需求增加的一个
不可忽视的原因。2016 年，无论是国际
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大豆供给增加态势
都较为明显，大豆价格处于8年来低位水
平，豆粕价格也出现 8 年低点。与此同
时，由于受种植效益低下的影响，国内菜
籽种植面积下降，菜籽产量下降，菜籽价
格却高开高走。小榨油厂受成本控制难
以接受，大榨油厂压榨积极性不高，下游
产品菜粕价格居高不下。豆粕与菜粕的
价差逐步缩小，由以前的 1200 元缩小至
去年最低点的 400 元左右。这极大地激
发了饲料企业对豆粕的需求。

不过，虽然去年大豆进口量又创新

高，但呈现增速放缓态势。这是因为，国
内在玉米去库存政策推动下，“镰刀弯”
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国产大
豆种植面积出现恢复性增长，2016 年国
产大豆产量由 1100 万吨上升到 1300 万
吨，大豆供应量增加。同时，国产大豆临
储政策取消后，价格逐步与国际市场接
轨，国产大豆价格竞争优势提升，抵消了
一部分大豆进口。

从今年来看，受到环保压力的持续
影响，国内养殖业增速将有所放缓，饲料
行业对豆粕需求的增速也将有所放缓。
随着国内农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国产大
豆种植面积将进一步恢复，国产大豆产
量将进一步提高。预计今年大豆进口量
还会有所上升，但增速会持续放缓。

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的通知》，明确取消油脂加工外资准入限
制。分析人士认为，允许外资投资油脂加
工，将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外资企业投资
油脂加工业的热潮。国际食用油行业巨
头掌控着国际食用油料贸易的供给来
源，将会借助大豆采购的渠道优势，优先
采购进口大豆，带动大豆进口量增加。

福建南安构建“泛家居”产业联盟——

家居行业尝试新型营销方式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石 伟

2016年国产大豆产量增至1300万吨，但大豆进口量不降反增——

大豆进口量为何再创新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在国产大豆种植面积恢复、大豆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大豆进口

量仍不减反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大豆产量处于高位、供给宽松，且大

豆价格处于低位，国内对大豆的需求继续提升。综合各方面因素，业内

预计，今年大豆进口量仍将持续增长——

本版编辑 李 景

经济日报社 （集团） 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面向2017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及留学回国人员公开招考工作人员，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无参加非法组织或活动的不良记录。

2.报名的毕业生应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统招

统分的应届毕业生 （不含定向生、委培生，非应届毕业

生不得报考），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硕士研

究生须同时具有本科学历学位及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3. 报名的毕业生大学英语四级 （本科生）、六级

（研究生） 成绩须达到 425 分以上或持有大学英语四级

（本科生）、六级 （研究生） 证书。

4.报名的海外留学人员，需获得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具有驻外使

领馆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留学时间1年 （360

天） 以上，学成回国 2 年以内 （2015 年 7 月 1 日以后回

国），且未在国内办理过就业派遣手续。

5.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相符。

6.年龄不超过35周岁 （1982年7月1日以后出生）。

7.具备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8.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和经济日报社

相关规定。

二、招考流程

网上报名→简历初选→职业能力测试→专业笔试→

面试→考察和体检→公示→确定人选→签约和报到

网上报名后，对入围下一环节的考生，将以短信

或电话的形式通知本人。

三、日程安排

1.岗位需求查询。

毕业生可登录中国经济网 （网址：www.ce.cn），

查询浏览岗位需求信息。

2.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24时。报名

者在此期间登录中国经济网 （网址：www.ce.cn），在

线填写并提交报名表。每名考生限报 1 个单位的 1 个岗

位，可以选择是否服从岗位调剂。考生不得重复提交报

名表。

本次招聘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考生填写报名表信

息务必真实准确，一旦提交将无法更改。凡提供虚假报

名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相应报名或考试资格。

3.考试。

包括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

（1） 笔试。包括职业能力测试、专业笔试和心理

测评。

①职业能力测试拟安排在2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职业能力测试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

命题、阅卷。职业能力测试结束后，按照所报岗位、测

试成绩由高到低顺序，以 1∶6 的比例确定参加专业笔

试人员名单。

②专业笔试和心理测评拟安排在 2017 年 3 月中下

旬的同一天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专业笔试和心理测评结束后，按照专业笔试成绩和

心理测评结果，以1∶3的比例确定面试名单。

（2） 面试。

面试拟安排在2017年4月初，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4.确定人选。

面试结束后，依据综合成绩 （专业笔试占 40%、

面试占 60%） 排序，结合考生的综合素质表现，经考

察和体检 （标准参照 《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

准》） 合格后，择优确定拟聘用人选名单并公示 （中国

经济网）。公示结束后，办理签订“三方协议”。

5.报到。

报到时间一般在 2017 年 8 月初，具体时间以聘用

单位人事部门通知为准。报到后，由聘用单位与毕业生

签订《聘用合同》（经济日报社） 或《劳动合同》（经济

日报社直属单位），首次聘期一般为 3 年 （含试用期）。

聘用期间，根据合同约定享受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其他有关招聘岗位和报名具体要求等请登录中国经

济网 （网址：www.ce.cn） 首页查看。

重要提示：经济日报社 （集团） 招考工作不提供考

前培训及参考书目，不提供关于考试题型及范围的咨

询。

经济日报社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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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8 日讯 记者刘慧报
道：国家粮食局今天发布《2016 年新收
获大豆质量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从
2011 年至 2016 年的 5 年里，内蒙古、吉
林和黑龙江3省（区）大豆粗脂肪含量和
达标高油大豆比例 2 项指标持续上升，
且达标高油大豆比例上升幅度非常大。
这说明近年来大豆种植品种调整力度较
大，种植品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体现了
标准和市场需求的引领作用。

报告指出，东北内蒙古、吉林和黑龙
江3省（区）大豆整体质量较好。完整粒
率、一等品比例、中等以上比例、粗脂肪

（干基）平均值、达标高油大豆比例（符合

三等标准）均为近年最高，但粗蛋白（干
基）平均值和达标高蛋白大豆比例（符合
三等标准）较前两年（2015 年只有 2 省
参与会检）有所降低。

质量方面，3 省（区）大豆完整粒率
平均值 90.5%，为近年最高。损伤粒率
平均值 7.2%，略好于上年，符合等内品
要求的比例为60.5%，较上年提高3.5个
百分点。内在品质方面，粗脂肪含量平
均值20.5%，为近年最高，达标高油大豆
比例为73.7%，为近年最高；粗蛋白含量
平均值 38.5%，较上年下降 0.8 个百分
点，达标高蛋白大豆比例为18.4%，较上
年下降19.9个百分点。

国家粮食局发布报告显示——

国产大豆品种结构持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