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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静宇/文

夏粮价格博弈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手里有粮的粮农，正在跟粮企和
粮商展开一场心理战。
“今年粮农觉得价格低不肯卖，

粮企也不敢收购，除了价格问题之
外，还有就是企业缺钱。”6月 29日，
河南省某县粮食局一位副局长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6月 29日，国家粮食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由于受宏观环境影响以及央
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眼下粮
企收购资金不足。而托市收购政策尚
未启动，各方收购主体处于僵持阶
段，这也是目前小麦“高价无市”的原
因之一。

与 CPI 关系密切的夏粮市场价
格备受各方关注。

粮农：晚卖比早卖好

山东高唐县张大屯粮食购销有
限责任公司经理李子福告诉记者，最
近三四年来，农户由集中售粮到常年
售粮的变化非常明显。“加上这几年
的小麦价格均是前低后高，农户卖粮
变得谨慎了许多。”

6 月 29 日下午，55 岁的河南商
丘农民刘德福叼着香烟，和几个村民
坐在后院葡萄架下打麻将。

刘德福身后不足 5 米远就是他
家的储藏室，记者走进屋里，一股清
新的小麦香味扑鼻而来，屋子里面堆
满了刚刚收割脱粒好的小麦，用麻袋
装起来，码得齐齐整整。
“一共 64 袋，每袋百十来斤，总

共有 6000多斤。”刘德福扭过头说，
“今年太清闲了，往年都是着急去卖
粮送粮，今年俺就是在家里打打牌、
听听戏。”

同村的一位村民接着刘德福的
话茬说：“今年不急，俺家的麦子也放
着呢，啥时候等价格涨得差不多了，
俺们再看看情况决定去不去卖粮。”

该村村支书刘选龙告诉记者：
“今年南方大旱，大米都减产绝产，加
上今年化肥农药都涨价，连猪肉都涨
到了 14块钱一斤了，难道小麦就不
该涨涨价吗？”

刘选龙的一席话，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附和：“今年一袋化肥卖到了
175 块钱了，一瓶农药比去年涨了七
八块钱，现在算算，去年我们卖粮的
价格一点都不算高，今年如果还跟
去年那个价格差不多，俺们肯定不
卖。”

记者获悉，今年河南省的小麦最
低收购价格为白小麦（国标三等）每
斤 0.95元，比去年提高了 5分钱。
“去年国家给出的最低收购价格

是每斤 9毛钱，可是俺们乡当地粮库
的小麦收购价格达到每斤 1.03 元或
者 1.04元，比国家给出的价格还高 1
毛多，今年国家给的最低收购价是比
去年高出了 5分钱，可是没啥用，没

人愿意去卖。”刘选龙说。
刘德福给记者算了算种粮成本，

“我今年种了不到 8 亩地的小麦，这
茬小麦的化肥、农药、耕地、收割、浇
水的成本都在上升，加上从去年冬天
到今年春天一直干旱，我们多投入了
不少时间和精力。”
“综合算起来的话，这茬小麦的

成本平均每亩比去年增加了 210 元
左右，达到了 690 元左右，平均下来
是每斤小麦成本约为 9毛 2左右，今
年是我们把时间精力放在田地里最
长的一年，不管怎么样，一斤小麦得
让我们赚个二三毛钱吧。”刘德福说。

当谈及心目中的理想价格时，大
家七嘴八舌说了起来：“最低一块二
三吧”，“一块三都不算高”，“收粮的
开车上门来拉起码得一块三”。

除了河南，记者在山东聊城、德
州、济宁等地调查了解到，今年新麦
价格普遍高开上市，农村粮食收购点
的价格一般为每斤 1.02元至 1.05元，
每斤比去年同期高出 0.03至 0.05元。

其中，优质小麦表现最为抢眼，
价格从 1.18元每斤迅速上涨到 1.2元
每斤。
“虽然价格不低，可是卖粮的粮

农还是比往年少多了，现在我们每天
平均才能收购到一两千斤，和前两年
每天平均收购的六七千斤相比，减少
了很多。”德州一家粮食收购点负责
人张斌告诉记者。

6月 30日，国家粮食局提供的最
新数据显示，从总体来看，各地小麦
市场价格在 96至 106元每百斤，收购
价格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山东高唐县张大屯粮食购销有
限责任公司经理李子福告诉记者，最
近三四年来，农户由集中售粮到常年
售粮的变化非常明显。“加上这几年
的小麦价格均是前低后高，农户卖粮
变得谨慎了许多。”
“绝大多数农户现在都认为晚卖

比早卖好。”李子福说。

粮企：托市收购迟迟未启动

今年和往年相比最大的特点是，
国家托市收购预案迟迟没有启动，所
以国家还没有给出一个相应的最低
市场收购价。“眼下，业界最关注的是
中储粮何时开始入市收购以及往年
的托市政策会否实行。”王刚说。

6月 30日，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员
工王刚（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国家粮食局近日将在兰州开会，据
内部消息说，今年粮食收购初期，托
市政策可能暂不执行。如果托市，也
将以中储粮为主。”

若是如此，将意味着中储粮重新
获得政策性粮食收储垄断大权，去年
那样多家粮商加入粮食收购战的格
局也会改变。

对于中储粮来说，这自然是一桩
“肥”差。

尽管中储粮在全国拥有几百家
直属库，但在夏粮收购的高峰时节仍

显捉襟见肘，要想方便农民卖粮就需
要增加收储点，“于是从 2006年实行
托市收购政策以来，中储粮每年都会
征用各地的地方粮库以及粮站代为
收储。”王刚说。

王刚告诉记者，托市收购的资金
是由农发行提供的，承储库点不用操
心，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像中储粮的
直属库一样，得到国家财政提供的每
斤粮食 2.5分的收购费用、3.5分的保
管费以及 0.05 分的监管费用，“算下
来，每斤托市粮能得到将近 7分钱的
国家财政补贴，这对中储粮的直属库
以及各承储库点无疑是有诱惑力
的。”

以此计算，如果收购 1 万吨小
麦，就将得到 150万元的补贴。“事实
上，这正是很多地方粮库、粮站的主
要收入来源。”王刚说。

正因如此，托市收购政策实行几
年来，各个直属库和承储库都充满热
情。

而在市场价高出最低收购价，托
市收购条件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一些
变通的手段就被发明出来。只要能够
保证自己有利润，各承储库愿意将收
购价上调，将一部分利益让给农民，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每斤少挣几分钱，
“上报的时候都是以托市价格收的。”

与中储粮相比，来自河北的个体
粮商徐克良抱怨自己这几天吃不下、
睡不着、急得团团转。
“今年不知道是咋的了，卖不了

也买不了，东拼西凑带着钱过来，就
是买不到粮食，这不是活活逼死人
吗？”徐克良说。

徐克良告诉记者，他的企业主要
是往面粉加工、饲料加工和一些酱醋
企业送粮，“粮食少，普通小麦市场价
是每斤 1.02元，优质小麦达到了每斤
1.2到 1.3元，这和我们当初想象的价
格很不一样。”

拿起计算器，徐克良一边计算一
边说，“原本我们打算是收购 30万斤
新麦，按照去年的价格来算是每斤
0.9元，总共约为 27万元，如果按照现
在价格来算的话，约为 30.6万元，多
出了 3.6万元。”
“这还不包括我们的吃住、工人

搬运费、运输费等成本。关键是，我们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收购的话，再卖给
那些面粉饲料工厂，这个价格人家能
不能接受还另说。”徐克良说，“硬着
头皮做肯定要赔，就看赔多少了。”

和徐克良相比，郑州一家粮油企
业经理董波的日子也不好过。
“价格贵不贵再说，主要是手里

没钱，想收也收不上来啊。”董波说。
董波告诉记者：“我们仅靠自有

资金无法收购太多粮食，而今年农
发行对非政策性粮食收购贷款的
发放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收购
主体不像往年那样能方便地贷到
款。”

今年和往年相比最大的特点是，
国家托市收购预案迟迟没有启动，所
以国家还没有给出一个相应的最低
市场收购价。“眼下，业界最关注的是

中储粮何时开始入市收购以及往年
的托市政策会否实行。”王刚说。

夏粮价格或将推高 CPI
在国家抗通胀、抑物价的宏观经

济政策背景下，夏粮价格与下半年
CPI走势息息相关。目前，在粮农与粮
企博弈的情况下，低迷的成交量让人
很难看清未来的粮价走势，其对 CPI
的影响也尚未明朗。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已经连续
7年增产，手中不可谓无粮。然而为何
粮价却持续走高，这已经成为了社会
最为关注的话题。
“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宏观经济密

切相关，粮食价格普遍上涨意味着通
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农业银行战
略管理部职员、经济学博士李新祯一
语中的。

李新祯告诉记者，粮食价格对
CPI的影响机制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
路径。
“首先，由于粮食价格指数是 CPI

统计核算的一部分，粮食价格波动会
直接影响 CPI的变动。其次，粮食价
格波动还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对 CPI
产生间接影响。”李新祯说。
“从长期来看，粮食价格每上涨

l%会使 CPI上涨 0.336%；从短期来
看，粮价对 CPI 有滞后 1 个月的影
响。”李新祯告诉记者。

李新祯最后表示，从生产成本来
看，当发生通货膨胀时，各种生产资
料的价格上涨，使得生产粮食的成本
上升，并且 CPI的提高对粮价的上升
可能有滞后几个月的影响，“国家通
货膨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在国家抗通胀、抑物价的宏观经
济政策背景下，夏粮价格与下半年
CPI走势息息相关。目前，在粮农与粮
企博弈的情况下，低迷的成交量让人
很难看清未来的粮价走势，其对 CPI
的影响也尚未明朗。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农村宏观经
济室副主任李国祥告诉记者，当 CPI
较高或持续上涨时，公众的通货膨胀
预期上升，从而使得农民具有惜售心
理，减少市场有效供给。
“具体而言，当农民对于未来通

货膨胀的预期较高时，持有具备保值
功能的真实资产的动机会增强，由于
农民在资产选择上受到较多限制，存
粮是流动性较强并且交易成本较低
的资产，因而农户会增加均衡意义上
的存粮数量，由此引起粮食供给相对
短缺，提高了粮食的相对价格。”李国
祥说。

李国祥表示，与此同时，当粮食
生产流通企业对未来通货膨胀有较
高预期时，它们会囤积粮食、待价而
沽，使得短期内市场上粮食的供应量
减少，推动了粮价上涨。
“农户增加存粮行为无论从‘囤

积’还是‘惜售’角度看，都减少了短
期粮食市场供给，导致粮价上涨。”李
国祥说。

炎炎夏日，“山寨饮料”更加猖獗。
近日有饮料业内人士向 《中国企业报》 爆料称，在河

南、河北一带的一些小县城和村镇，有不少小工厂、小作坊
为牟取暴利，模仿名牌产品，大造“山寨饮料”。对此，本
报记者专门进行了走访调查。

当 《中国企业报》记者以洽谈委托加工业务的名义联系
上老赵时，他自称是“雪花乳业公司”的厂长，具备生产饮
料并提供代加工服务的能力。

6 月 30日下午，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在约定地点碰
面后，40 多岁的老赵显得较为警惕，在反复盘问中看到记
者对饮料行业和委托加工业务还算“专业”，才带路把记者
领进了村。

在这个临近 302省道的小村子里，记者拐了七八道弯，
穿过一段茂密的杨树林，最后来到一个被高大围墙封闭起来
的小院。

乍看上去，小院容易被误认为是个养殖场，但院门口却
竖着“雪花乳业公司”的木牌。

小院里生产出“名牌饮料”

“‘山寨饮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正规手续的小
厂在自己的产品上仿冒别人的商标，还有一种纯粹是一些没
有任何合法手续的地下加工厂生产假冒产品。”

记者随同老赵走进院子，一眼便看到一名中年妇女正在
洗衣服，盆里的水溢出来，流向杂草丛生的院子中央，旁边
还趴着一条用大铁链锁着的大狼狗。不大的院子里，左侧是
一排小民房，右侧是一栋生产厂房。走进这栋 1000平方米
不到的厂房，一股怪味扑鼻而来。车间里空空荡荡，没有一
个生产工人。

一条乳制品生产线虽显简陋，各种标配还算齐全。空中
苍蝇乱飞，地上污水四溢。愈往前走，气味愈难闻。走到车
间尽头的罐装车间，臭味熏得人直捂鼻子。仔细一看，原来
地上有一个大池子，里面积满了白白绿绿的脏水。

记者当即表示这样的生产环境达不到卫生条件，赵厂长
马上解释说目前机器正在检修，工人们都放假了，正常生产
起来肯定能满足要求。

紧邻罐装机的是一个约七八十平方米的仓库，记者看到
一箱箱已装好箱的饮料堆得像小山似的，崭新的纸箱堆在略
显灰旧的仓库里格外显眼。纸箱最上面还零散地摆放着十几
瓶饮料。

乍一看，这些饮料都是市面上熟悉的知名品牌，有“营
养快线”、“汇源果汁”等。但走上前仔细查看，结果发现
“营养快线”其实是“营养直线”，“汇源果汁”其实是“汇
原果汁”。

如果不逐字查看，很难辨别出来：从瓶型、外包装颜色
以及字体来看，都与品牌饮料高度相仿。

记者装着没发现，假装问老赵：“赵老板，你们厂还给
娃哈哈和汇源加工？”他有些尴尬，但很快便回答：“加工，
每年旺季都有加工。不过加工得少，量不算大。”

而据知情人透露，这家工厂根本没有给这些大品牌做代
加工，仓库里的仿冒产品，都是在一个池子里事先按照比例
调配好，“直接用泵把饮料抽到罐装机里，然后根据需要灌
进各种不同的饮料瓶。仿冒的外包装也是事先印制好的，罐
装后直接套标即可。”

在老赵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从工商执照到税务登记等
证照手续。当记者问及工厂平时都给哪些品牌做代加工时，
老赵回答主要给当地一些乳制品、茶饮料厂代加工。记者又
问“代加工”的产品主要销往哪些地方，他表示工厂只负责
“代加工”，所有产品的销售都是由委托方负责。

其实这种作坊式的小加工厂，大品牌不可能与其合作。
他们只能一面尽力对外招揽代加工业务，一面又进行着另一
项重要任务冥冥仿名牌产品制造“山寨饮料”。

随后，记者以还需详细考虑为由离开这家工厂。接下
来，记者又到附近的一些县市调查了几家饮料生产厂家，情
况与“雪花乳业公司”大同小异，还有一家纯粹就是无任何
牌照的地下加工厂。

知情者告诉记者，“生产‘山寨饮料’主要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有正规手续的小厂在自己的产品上仿冒别人的商
标，还有一种纯粹是一些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地下加工厂生
产假冒产品。”

实质上，这两种情况对消费者区别不大：没有质量保
证，消费者权益保障更无从谈起。

大都流向农村市场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除饮料被模仿外，其他食品
也难逃被仿冒的命运，方便面、饼干被仿最多。

在河南省的内黄县、汤阴县以及河北省的磁县等县级城
市及周边一些村镇，记者走访了一些小超市和小商店，都发
现了“山寨饮料”。在汽车站等人流量密集的地段，一些
“山寨饮料”公然摆在商店货架上销售，从奶制品到茶饮料
都有涉及。

单从外包装上看，这些“山寨饮料”标识、字体、颜色
跟正品差别很小，品牌名称一般只有一字之差。像“康帅
傅”、“旺子”、“营养新干线”等等，不一而足，消费者不
仔细看难辨真伪。

在一些农村，“山寨饮料”更为猖獗。在一个村镇，记
者走访了一家在当地来说规模算比较大的超市。货架上商品
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食品，饮料也是五花八门。

（下转第六版）

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大幕已经拉开，但《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走访
河南、河北、山东等小麦主产区时，发现类似往年的收购“浪潮”今年没有
如期上演，相反，农民因预期价格走高捂粮惜售，粮企因资金短缺无力收
购，粮食加工企业因粮食市场成交清淡而日益恐慌，一场有关夏粮收购的
心理博弈战正在上演。

生产“山寨饮料”的小企业、
小作坊利润比正规生产企业高出

数倍，流通环节利润比销售正品

饮料高出至少一半。而县级和乡

村市场由于存在监管真空，消费
者品牌和维权意识薄弱，成为“山

寨饮料”大肆横行的主战场。

“山寨饮料”
产业链调查

见习记者 陈青松/文

由于粮农对
通货膨胀和
粮价上涨均
有预期，而粮
食是他们实
现资产保值
的少数工具
之一，因此粮
农普遍持惜
售态度。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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