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以来，蔬菜价格一路下跌，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蔬菜价格涨跌是经济生活中的常

态。对于山东寿光那些一辈子种植蔬菜的农民

和从事几十年蔬菜贩卖的经销商来说，历经多

次蔬菜价格涨跌的洗礼，他们对于此轮菜价下

跌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焦虑，而是选择坚守，静

待下一轮蔬菜价格上涨周期的到来。

寿光市纪台镇玉皇庙村菜农张全新种植蔬菜

有十七八年时间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菜把式”。

据他的经验判断，每次蔬菜价格大幅下降之后，都

会出现一次反弹。今年蔬菜价格下跌虽然让他损

失了几万元，但他今年秋天并不打算缩减种植面

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计划再建一个蔬菜大棚。

寿光蔬菜经销商韩卫同样选择了坚守。他也

认为菜价涨跌具有周期性，今年跌了，明年就会涨

的；这个月跌了，也许下个月就会涨了。为了减少亏

损压力，他和几个经销商合伙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菜农和经销商的坚守源于对蔬菜价格涨跌

基本规律的掌握。当前影响蔬菜价格的因素有

很多，而供求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年蔬菜

价格下跌，除了天气好这个客观因素外，蔬菜种

植面积增加是造成蔬菜供过于求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一方面去年蔬菜价格上涨激发了农民扩

大蔬菜种植面积的冲动，另一方面各地调整种

植结构，扩大了蔬菜种植面积。此外，在生产环

节，种子、农药、化肥、水、电、人工成本等费用的涨跌也会影响蔬

菜价格的形成。在流通环节，蔬菜从田间地头到批发市场再运输

到全国各地，价格不断被放大，一直到超市、零售市场，最后进入

消费者手中，中间流通渠道越多，蔬菜价格差距变化越明显。

蔬菜作为市场化定价的农产品，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资源

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再直接干预蔬

菜价格的制定。但在当前蔬菜行情持续走低的态势下，政府还是

应该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要引导农民合理调整种植结构，防止

农民一哄而上种植蔬菜，造成种植面积过度扩张；可以通过定期

发布蔬菜价格指数，引导农民了解蔬菜供求关系和未来走势，科

学合理地制定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可以采取农超对接等措施来减

少流通环节，通过适当减免管理费、摊位费等措施降低流通成本，

从而减轻经销商的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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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寿光，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组织化
程度低，存在着农户分散生产、农资分散经营、蔬菜分散销售等问
题，不仅无法提高蔬菜生产效率，也无法保障蔬菜质量。推进合作
社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

当记者到达寿光市洛城街道王西村泽龙果蔬专业合作社
时，王西村农民王树龙正在销售自家的黄瓜。他家有两个黄瓜大
棚，种植面积 3.5 亩。今年黄瓜价格与去年差不多，每亩毛收入
预计 6 万多元。2015 年，他加入了寿光泽龙果蔬专业合作社，不
再担心黄瓜的销路、经销商压价，甚至因不法经销商跑路拿不到
菜款了。

据了解，为了提高蔬菜生产组织化程度，寿光市近两年大力
推动合作社发展。合作社与农民签订种植合同，为社员提供“六统
一服务”，即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提供种苗、农药、化肥等农资供
应，统一标准化培训，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为了保证蔬
菜质量，合作社建立蔬菜质量可追溯体系，如果农民种植的蔬菜
不符合标准，合作社可以拒绝收购。

“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有了依靠，菜款有了保
障，蔬菜质量有了保证。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愿意与合作社合作，
由合作社代收蔬菜，并给付一定的代理服务费。目前，我们合作
社有社员 120 户，蔬菜种植面积 1500 亩。”寿光泽龙果蔬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王茂庆说。

与王树龙一样，纪台镇玉皇庙村农民张全新 2015年加入了
寿光市菜农之家联合社。张全新家有两个大棚，其中一个 2.78
亩的大棚种植长茄子，一个小点的棚种植丝瓜。从去年 10 月 18
日开园以来，长茄子价格大幅下跌，让他的收益大打折扣。去年
一个长茄子大棚纯收入 13 万元，今年预计纯收入八九万元。让
他深感欣慰的是，他加入了寿光菜农之家联合社之后，联合社派
技术员张强三为他提供配方施肥、打农药、浇水等技术指导，长
茄子产量因此提高了 10%，精品果率提高 10%以上。由于他家
长茄子品相好，价格相对较高。算下来，一个大棚一年增收 1.5
万元左右，相当于减损 1.5万元左右。

张全新是玉皇庙村第一个加入联合社的人，在他的带动下，
今年又有 30 多户菜农七八十个大棚加入了菜农之家联合社。菜
农之家联合社理事长朱在军告诉记者，2015 年，寿光市成立寿
光市菜农之家联合社，搭建“联社+合作社+社员”的新型蔬菜产
业经营服务体系。在生产端，有 30 多名技术人员为社员统一提
供种苗、测土配方施肥、用药和技术保障等全程植保服务；在销
售端，着手建立统一追溯、统一检测、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渠道等
服务，推动寿光蔬菜产业实现标准化、组织化、品质化、品牌化。
经过两年时间的运营，现在全市 9个镇街 31个村的 30个合作社
加入联合社，社员 2800多户。当然，联合社发展壮大还需要政府
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鼎力扶持。

蔬菜价格走低蔬菜价格走低，，寿光的情况怎么样寿光的情况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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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东省寿光市农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寿光是全国最大的

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到60多万亩，种植西红柿、彩椒、尖椒、黄瓜、丝瓜、茄子等蔬菜

成为大部分寿光农民赖以为生的支柱产业。当前全国蔬菜价格大幅下跌，寿光蔬菜能否独善

其身，走出蔬菜低价围城呢？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寿光市田间地头进行了采访调查。

5 月 23 日早晨 5 点多，天空仍然下着淅淅沥沥
的小雨。在位于寿光市县城西边的寿光市地利农产
品物流园区，一辆辆蔬菜运输车往来穿梭。

在一号蔬菜交易大厅最靠近东边的一个南瓜摊
位前，停放着一辆货车，两个工人正在分拣南瓜，摊
主孟凡丰来回踱着步等待客户上门。他说，这一车
南瓜有 1.4 万多斤，往年行情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
完，但今年需要三四天时间才能卖完。今年南瓜价
格比去年同期低了很多。他这车南瓜是从山东昌乐
县收购的，收购价格为一斤 0.5 元至 0.6 元，批发价
格却只有 0.9 元至 1 元一斤，而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大
约在每斤 1.3元至 1.4元。

汤兰岭是寿光当地一家菜市场的经销商，一大
早，他就来到市场批发蔬菜。他感叹今年蔬菜生意
特别不好做，去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掉七八千
斤，今年一天只能卖掉五六千斤。他觉得孟凡丰的

南瓜批发价格有些高，但对方坚持不降价，他就转去别的
摊位，挑选更便宜些的南瓜了。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做蔬菜批发生意的高
洪岩把一辆货车径直开到一个南瓜摊点，摊主指挥工人
把南瓜装上车。高洪岩说，他每天都来寿光批发 20 多种
蔬菜运回北京。今年北京蔬菜生意也不好做，往年这个
时候一天能卖 1 万多斤南瓜，今年一天只能卖 2000 斤左
右。在寿光批发一斤南瓜 1 元钱，在北京新发地一斤南
瓜能卖 1.2 元，刨去人工费、运输费、市场管理费等各种
费用，利润微乎其微。

寿光蔬菜指数是全国蔬菜价格走势的“晴雨表”，寿
光蔬菜价格下跌会对全国蔬菜价格造成一定影响。但
是，寿光每年销售的蔬菜中，地产蔬菜只占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是中转全国的蔬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是全国最
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品种达 300多个，经营旺季
日交易量达 2000 多万公斤，年交易量 40 多亿公斤，商品

辐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及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
区，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中心、信息交流
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曲线图上看，今年春节以后
寿光蔬菜价格一路下滑，从 5 月 17 日起，价格指数跌
破 82.21，5 月 24 日甚至跌至 69.61。寿光农产品物流
园区总经理助理国明茜告诉记者，今年寿光蔬菜平均
价格比去年下降 20%左右，个别品种下降 50%。寿光
蔬菜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进入初夏以后，气温
升高有利于蔬菜的快速生长，蔬菜成熟周期大大缩短，
产量增速明显；其次是蔬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再加
上风调雨顺，蔬菜丰产丰收，今年各地蔬菜存量偏大，
供给一直处于宽松状态。未来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
地蔬菜产量继续放大，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仅个别品种
需外调补充，市场“南菜北运”接近结束，预计蔬菜价格
指数仍将波动走低。

蔬 菜 产 量 增 加 但 价 格 走 低

在寿光蔬菜交易市场，茄子、
辣椒、蒜薹等价格普遍下降的情
况下，西红柿价格居高不下给寿
光蔬菜市场增添一抹亮色。

寿光市稻田镇农民张守军多
年来一直专注于西红柿种植。他
家有 4个西红柿大棚，种植面积 5
亩多。今年春节以来，西红柿行
情一直不错，5月 26日，西红柿田
头销售价格为每斤1.7元至1.8元。
他预计今年每亩西红柿纯收入
5 万多元。

“寿光西红柿价格居高不下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稳定的出口渠
道。”寿光市农业局生产科科长张
林林说。近年来寿光蔬菜出口一
直做得不错，主要出口俄罗斯、日
本和韩国，其中，俄罗斯是寿光蔬
菜的主要出口国，出口品种有七彩
椒、西红柿、黄瓜、辣椒等，边贸量
每年在2.5亿公斤左右。寿光西红
柿绝大部分销往俄罗斯市场，受国
内供求关系影响不大；而黄瓜、茄
子、辣椒等蔬菜主要在国内销售，
受国内供求关系影响较大。

寿光西红柿之所以能够得到俄罗斯市场的青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寿光西红柿品种好。寿光是中国蔬
菜种业的“硅谷”，聚集了全世界的种业公司，美国孟山
都、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等国际知名种子公司，
以及中国农科院、国家蔬菜工程中心、中国农大等，都
在寿光设有分公司或建有研发中心。近年来，国产蔬菜
种业得到快速发展，自主研发的蔬菜种子在寿光的占
有率达到 60%以上。国产粉果番茄无论在商品性、营
养性还是口感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外品种。

品质好是寿光蔬菜赢得国际市场青睐的法宝之
一。耕地质量是保障蔬菜质量安全的根本。张林林
说，寿光多年发展蔬菜产业导致土壤出现有益微生
物缺乏、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等问题。为了解决土
壤问题，改善蔬菜生产环境，寿光市近年来陆续开展
了设施蔬菜沃土工程、秸秆综合利用、根结线虫防治
等一系列土壤改良修复工程，严格管控化肥、农药的
使用，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物理防虫技术如黏虫
板、防虫网等，全面提升设施农业生态环境水平；同
时，建立了蔬菜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严格蔬菜质量
检测，在所有村级批发市场配备有检测仪，每个乡镇
配备有专职检测人员，每个乡镇每月检测 500 个样
品以上，全市每月检测 1 万个样品以上，检测合格率
达到 100%。

加强品牌培育是寿光蔬菜赢得国际市场青睐的
又一个法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寿光蔬菜产业已
经在国际国内市场形成比较好的品牌效应。每年一
届的寿光国际蔬菜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蔬菜企业，同时，把寿光蔬菜的名声带到世界各地。
近年来，寿光通过政策扶持，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品牌
创建培育工作，现在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6 个，蔬
菜品牌发展到 200 多个，“乐义”“七彩庄园”商标被
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全市 70%以上的园区产品以品
牌形式进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高端市场。“下
一步我们将打造‘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
提升品牌推广价值，拓宽推广渠道，提升寿光蔬菜品
牌的竞争力。”张林林说。

西红柿出口一枝独秀

在寿光农村田间地头，到处可见收购蔬菜的市
场。据了解，寿光 90%以上的蔬菜都是通过这种田
间地头的市场进行收购，并直接销往全国各地。需
要通过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进行销售的蔬菜只有
不足 10%。

5 月 23 日 9 点多，雨后初晴。在寿光市洛城街
道王西村批发市场，一些菜农开着农用车前来卖
菜。寿光泽龙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茂庆正忙着
收购蔬菜。他说，他们现在主要收购社员种植的黄
瓜、尖椒和丝瓜。黄瓜价格与去年同期差不多，尖
椒价格降幅比较大。寿光蔬菜是反季节蔬菜，他们
的蔬菜春季主要直销上海、浙江、苏州、广州等
地，冬季直销东北三省等北方地区。现在蔬菜价格
下跌，但是寿光蔬菜在全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具
有一定的市场优势。

在纪台镇玉皇庙村一个田间地头蔬菜市场，全之
乐果蔬合作社理事长张明理正在指挥工人把装满长茄
子的泡沫箱装到车上。“长茄子价格下降，对寿光长
茄子冲击很大，寿光产茄子运到外地成本高，包括人
工费、包装费、长途运输费等费用，与当地长茄子相
比，价格优势不大。”他告诉记者，这车长茄子是直
销长沙的，他现在每天收购 4 万斤至 5 万斤，运往北
京、长沙、常州、南昌、武汉等全国各地大城市。5

月 23 日当天，长茄子的田间地头平均收购价格为每
斤 0.2 元至 0.3 元，而去年同期每斤价格为 0.7 元至
0.8 元。今年长茄子价格每斤平均比去年下降了 1
元，他正着急把村里的长茄子卖出去，不要影响农民
的种植收益。

寿光田间地头蔬菜市场发达，大部分菜农不出村
就可以销售蔬菜，通过经销商、合作社直销全国各
地，省却了很多中间环节。张林林告诉记者，寿光市
近年来大力发展田头市场，700 多个蔬菜生产重点
村建设了 1020 处田间地头市场。为了确保蔬菜质
量，对田头市场实行严格的管控，对销售蔬菜建立了
严格的市场准出制度，既方便了菜农交易，又保证了
蔬菜的安全流通。

为实现优质优价，寿光市还探索了农超对接、冷
链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模式，与沃尔玛、乐
购、家乐福等 400多家连锁超市签订了产销对接合作
协议，5000 多种蔬菜、种苗实现网上销售，农业电
商年交易额达 26 亿元。今年，寿光市引进了成都顺
点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农产品生鲜溯源平台，该平台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订单交易，
并通过质量监管与追溯系统，打造多维度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防控体系，确保通过系统交易的每一件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

田 间 地 头 蔬 菜 直 销 全 国

合作社助菜农减损增效

守望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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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5 月 23 日早晨 6 点多，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区一

号蔬菜交易大厅前，一辆空货车正驶出物流园区。

图① 5 月 23 日早晨 5 点多，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一号蔬菜交

易大厅，一个南瓜经销商正在等待客户上门。

图② 5月23日上午，在纪台镇玉皇庙村的田间地头蔬菜市场，全之乐

果蔬合作社理事长张明理正在指挥工人把长茄子装上车。

图③ 纪台镇玉皇庙村农民张全新 2015 年加入了寿光市菜农之

家联合社，获得了全程植保服务，长茄子增产 10%以上。图为张全新正

准备去村里蔬菜市场销售长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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