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笔者在河北
省固安县宫村镇大集
上遇到蔬菜种植户刘
远，他出售的红南瓜、甜
玉米、糯玉米、苦瓜、黄
瓜等蔬菜都是自己种
的。问他菜好卖不好
卖、价格怎么样时，他一
脸茫然：“到集市上零售
实在是没办法。种菜
成本高，批发价又上不
去，零售还能多卖点
钱。大热天谁愿意受
这个罪。”实际上，蔬菜
价格如何，种子销量高
低是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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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超卖”菜价必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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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农民种植作物，难
以走出一个怪圈：今年某种农
产品好卖、价高，明年或几年后
这个品种轻则难卖、重则烂
市。前几年涿州华庄村农户大
面积种植大椒或者红椒，收购
价最高5元左右，亩产2000多

公斤，亩利润在8000元以上。
附近东韦陀等村村民一哄而上
盲目扩种，导致大椒、红椒价格
大跌，最低时只有1元。

不过，跟风种植现象在短
时间内难以改变。笔者认为，
促进蔬菜种植业健康发展，就

要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建立
农产品信息平台，及时发布供
求信息，克服目前信息不畅、混
乱、分散、滞后等各种问题。在
蔬菜产业链中，菜农是弱势群
体，要抱团取暖，还应发展支柱
品种、优新品种。 （周士刚）

近日，河南心连心
化肥有限公司为湖南湘
乡市月山镇、白田镇、翻
江镇等地受灾严重的农
户捐赠20吨优质肥料，
帮助灾区农民恢复生
产。

6月份以来，湘乡市
持续遭到暴雨袭击。据
不完全统计，湘乡市水
稻受灾面积达 1.85 万
亩，其中约 0.6 万亩绝
收。心连心湖南大区总
监高裕磷介绍，水稻是
湘乡市主要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占比达到95%
以上。受过涝灾的土壤
养分流失比较严重，恢
复种植作物，要及时补
充养分。此次心连心捐

赠的肥料为心连心牌
51%含量高塔肥料和腐
植酸尿素，这两款产品
不但能为土壤补充养
分，而且腐植酸尿素中
的腐植酸能疏松和改良
土壤。

据了解，湖南作为
心连心的重要市场，心
连心在当地拥有成熟的
渠道和农化服务团队。
此次捐赠肥料，心连心
会根据实地调研将捐赠
肥料发放到真正有需要
的农户手中，并且后期
还会跟进服务，安排农
化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科学恢复
生产，帮助灾农早日走
出困境。 （远君）

据国家海关发布的
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
我国共出口化肥1134.7
万吨，同比下降 5.4%；
累计出口金额27.11亿
美元，同比下降9.5%。

总体看，今年上半
年化肥出口比预期要
好。前4个月化肥出口
量降幅达 14.1%，当时
市场普遍担忧，不少人
认为上半年化肥出口降
幅将达两位数。但5月
份后化肥出口开始发
力，5月份出口量同比
增长4.4%，是今年以来
首次出现月度正增长。
6月份的出口量更是达

到264万吨，去年同期
是234万吨，同比增长
12.69%。据了解，今年
上半年尿素出口量降幅
较大，但一铵、二铵、硫
酸铵、氯化铵等产品的
出口情况不错，使得化
肥整体出口量的降幅并
不大。

进口方面，6 月份
我国进口化肥 31.7 万
吨，去年同期46万吨，
同比下降31.1%。今年
上半年累计进口化肥
477.8 万吨，同比增加
12.2%；累计进口金额
13.59亿美元，同比减少
11.6%。 （和平）

近日，中国买家财
团终于与乌拉尔钾肥公
司签订了 2017年第一
份氯化钾合约，合约到
岸价为230美元（吨价，
下同），比去年同期上涨
了11美元。

买家认为，合同价
的增长幅度不大，全球
现货市场的价格调整幅
度也会很小。自去年7
月以来，供应商的货运
费用有所上升，价格的
大部分增长将被货运价
格的上调所抵消，这意
味着对于乌拉尔钾肥来
说，本次价格上调其净

利润并不会增加。
有人认为新合同价

格的提高反映了自去年
7月份中国签订钾肥大
合同之后的现货市场增
长，所以预计下半年价
格不会重新调整。但
是，乌拉尔钾肥预计，下
半年美国、巴西和东南
亚地区的价格涨幅将达
到15美元/吨左右。

其他供应商预计将
延续乌拉尔钾肥于7月
13 日订立的 230 美元
的到岸价格，并在未来
几周内与中国达成合
作。 （俊霞）

AA 多地蔬菜
滞销烂在地里

种子销量是一个信号ＢＢ

为何蔬菜“集体”低价ＣＣ

自今年早春以来，部分农
产品价格跌破历史同期，尤其
是甘蓝、菜花、西葫芦、马铃薯、
洋葱等，让菜农承受了巨大损
失 。 甘 蓝 0.1 元（公 斤 价 ，下
同），菜花0.4元，西葫芦0.2元，
洋葱 0.2 元……河南、河北、陕
西、安徽、广西、山东等地蔬菜
滞销，菜农的日子也不好过。

蔬菜低价其实从去冬今春
就开始显现。去年冬储大白菜
上市时价格不错，由于 2016 年
早春时大白菜价格曾创下3元的
纪录，今春菜农惜售严重。固安
与涿州交界，涿州的十几个村街
本就有存储大白菜的习惯，加上
希望得到更高利益，商贩年前跑
到菜农家里收购，许多菜农都舍
不得出手。但事与愿违的是，大
白菜价格一降再降，许多菜农只
能看着大白菜烂在家里、地里。

固安县宫村、南召村、北召
村等地村民习惯种植省工、省
时、易管理且病虫害发生少的春
白菜、春甘蓝，这两种蔬菜上市
集中且量大、无法长途运输，易
受到气温等因素制约，价格波动
大，基本一年赚、一年赔。固安
是重要的蔬菜产地，距离北京新
发地蔬菜批发市场车距仅几十
分钟，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
势，但笔者在当地看到，满地的
甘蓝开裂、菜花开花，大白菜等
被刨到地里。这里蔬菜卖不出
去，更何况其他地方。

有人说，蔬菜烂市，是种子
销售量大造成的。实际上，蔬
菜低价与种子销量、种植面
积、产量增加、市场过剩、盲目
跟风等很多因素有关，种子

“超卖”意味着该蔬菜面积扩
大，可能造成当季蔬菜过剩，
进而使价格下行。比如今年早
春马铃薯种薯供不应求，说明
马铃薯种植面积太大，烂市在
所难免。

当前甜玉米收购价只有几
毛钱，也是因为面积扩大太
多。原先固安只有几个村种
植，现在几个乡镇的农户全部
种植甜玉米，宫村镇郑各庄村、
辛村、大杨务村等地甜玉米面
积扩大一倍以上。甜玉米种子
脱销，甜玉米滞销。

今年早春蔬菜价格最好的
要数娃娃菜，收购均价每棵0.6
元。由于连续几年娃娃菜低

价，让许多菜农望而却步，种子
销量大幅降低，种植面积也大
大减少，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西瓜种子原先是宫村镇农
资经销商的首选，随着西瓜种
植面积减少，当地已经鲜有销
售了。不过，虽然宫村镇种子
销量少，但西瓜上市时也只有
0.3元，为何依然低价？主要是
高碑店、涿州、阜城、献县等地
种植面积增大。

蔬菜低价年年有，为何今
年如此集中？

往年也有蔬菜低价的时
候，但一段时间之后蔬菜价格
就会有所波动。今年部分蔬菜
一上市价格就不尽人意。涿州
市西茨村菜农李强往年种植近
20 亩蔬菜，去年马铃薯价格
好，于是他今年早春也种了 4
亩。6月中旬马铃薯上市，市
场价格0.7元。他知道今年马
铃薯面积较大，一家人紧忙活，
天天赶市场，总算卖出去了。
一算账，一点儿钱没赚。他还
算不错，现在马铃薯只有 0.5

元，有些还长在地里，因为卖价
不够人工收获成本，菜农都不
刨了。

为何今年马铃薯的价格不
及去年的一半？笔者认为，这
是盲目扩大种植面积的结果。
马铃薯被列为第四大主粮作
物，种植面积一再扩大；种植管
理简单，各地均可种植；玉米价
格低，许多地方调整结构改种
马铃薯，加剧了无序扩大；消
费、存储和加工没跟上，过剩严
重。

从全国来看，近些年蔬菜
持续低价，与各地争相发展“菜

篮子工程”有很大关联。各种
工商资本大量进入，国家补贴
各种“蔬菜工程”，直接冲击了
蔬菜的市场价格。这些“蔬菜
工程”一方面享受国家补贴资
金，另一方面与农民争利。

去年玉米取消临时收储，
价格大幅下跌。去年玉米价格
最低时 0.9 元，一亩地产玉米
500公斤，除去种子、化肥、农
药、播种、刨地等成本，农户几
乎都赔钱。为了增加收益，很
多调减玉米的农户都去种植瓜
菜。大家都过独木桥，结果可
想而知。

要走出跟风种植的怪圈DD

避免菜贱伤农、菜贵伤民，就
要打破“盈利—扩种—滞销—减
产”这个恶性循环。蔬菜供求平
衡，天平谁来执掌？有两个关键，
一是市场价格机制，二是宏观调
控管理，政府应有更多作为。

在滞销发生时，政府可以组
织联系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
市、学校及企业食堂等农产品流通
单位直接采购蔬菜，并利用媒体扩
散消息，获得爱心人士、企业的帮
助，优先销售滞销蔬菜，稳定蔬菜
市场行情，避免菜价暴涨暴跌。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应“防
控”，而不是“补救”。一方面，要
着力减少从菜地到餐桌之间的

环节，降低成本，监督流通企业
公平交易，严禁其蓄意压低蔬菜
收购价，防止他们囤货居奇，损
害菜农和消费者的利益。而掌
握蔬菜市场行情，及时向各地发
布准确的蔬菜市场信息，引导菜
农种植适销对路的蔬菜品种，在
当前更为重要。

调控政策要着眼长效措施。
提前做好调控工作，蔬菜滞销问
题就会减少。例如，做好数据统
计，在农民播种季节，及时、准确
发布相关信息；提前联系供应商，
签订购销合同；引导农民打造品
牌、种植特色蔬菜水果，提高农产
品质量；建立食品加工企业，延长

产业链，保障收购价格等。
调控政策的制定，需要农产

品相关数据联动，真正建立起高
效的农业大数据，通过国内外与
农业相关的数据或技术，结合农
业生产特点，指导农事生产、辅
助农业生产和种植决策，进行全
过程透明化管理等，以达到规避
风险、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
增收的目的。

实际上，国内多地已经开始
探索。河南商水县农业大数据
囊括了商水县从生产到销售的
全过程，根据近几年的农业环境
与资源大数据、农业生产大数
据、农业市场和农业管理大数

据，再结合商水县的具体实际，
为农民的生产及种植提供决策
方向，通过先找市场，再抓生产，
产销挂钩，以销定产，实现农业
订单的100%履约率。

对于菜农而言，应学习了解
市场规律，多样化种植。应摆脱
以往埋头苦干、跟风种植的短板，
多观察市场、认清行情。同时，要
发展特色种植，用高品质蔬菜赢
得市场。除此之外，种植户还可
以“打时间差”保证收购价格。例
如，蒜农在一部分耕地上建小型
工棚，每亩成本在千元左右，蒜薹
和大蒜能够早成熟20天以上，出
售时价格就有了优势。（索荣）

近日，安徽六国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正大
集团种植事业线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就六国化
工现有肥料品种与正大
集团种植事业线开展合
作对接。届时，六国化
工将参与建立正大种植
基地和试验示范研究
中心；定制区域性的产
品，定制正大种植基地
及其带动区域农作物
及土壤符合度最高的
产品；建立对接沟通组
织机制，组织定期会议
审核项目并决定适当
的推进行动。双方的合
作还涉及农化服务、电
商建设等等。

据了解，六国化工
拥有控失活化二铵、控
失复合肥、锌腐酸二铵
等 10 大类 100 多个品
种，具备满足各类作物
全程营养需求的所有肥
种。正大集团种植事业
线是正大集团通过“政
府+金融保险+农民+正
大”的四位一体模式，自
营示范基地，并运营覆
盖农资、农机等内容的
农业服务平台，提供全
程服务及解决方案，供
应优质安全的原料，同
时利用“互联网+现代农
业”，实现原料可追溯回
查。

（方霞）

蔬菜供求平衡，天平谁来执掌？
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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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化肥出口量下降5.4%

氯化钾海运进口大合同敲定

心连心为湘乡灾区捐肥

六国化工牵手正大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