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 2012年02月2愿日 星期二
编辑：陈昌成 李文新 E-mail：cccnews@sohu.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
第 9 个中央一号文件 2 月 1 日甫一
公布，稻谷市场便迎来利好消息。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2 月
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日宣
布，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
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国家继续在稻
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
适当提高 2012 年最低收购价水平。

经报请国务院批准，2012 年生
产的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
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50 公斤 120
元、125元和 140 元。

据悉，针对稻谷市场的最低收
购保护价政策已经连续实施 8 年。
农业板块全线高涨

公开数据显示，此次稻谷最低
价提价后，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
最低收购价每斤比 2011 年分别提
高 0.18 元、0.18 元、0.12 元，提高幅
度分别为 17.6%、16.8%、9.4%；比
2007年之前的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
高 0.50 元、0.53 元、0.65 元，提高幅
度分别为 71.4%、73.6%、86.7%。

有关专家表示，虽然我国粮食
已经实现了“八连增”，但粮食供给
并没有出现飞跃性的增长，供需始
终处于紧平衡的状态。比如大豆对
国际市场依赖度高达 80%，糖、油
料、玉米等产品均需进口满足国内
需求。因此，此次大幅提高收购价格
意在引导市场粮价平稳上升，进一
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
供给，稳定国内物价水平。
在产量方面，布瑞克环球农业

咨询预计 11/12 年度全国早籼稻种
植面积为 8630 万亩，中稻 27245万
亩，晚稻 9350万亩。目前处于稻谷冬
歇期，今年国家再度上调稻谷收购价
格，将对未来稻谷种植再度构成刺
激，预计 2012年全国水稻种植将再
度增加，产量预期为 2.05亿吨左右。
消息利好，政策给力，国内粮食

市场主要粮食品种的市场价格稳中
有升的局面可期。因而期货市场很
快有了反应。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在

多方惠农政策的提振下，近日国内
期货市场罕见地走出了“农强工弱”
格局，农产品呈现出普遍上涨的态
势。近几个交易日，郑商所强麦、早
籼稻主力合约累计上涨幅度皆逾
猿豫。大连的玉米、大豆等品种价格
涨幅较大。
“这个消息真是太鼓舞人心了，

我已经决定今年要多种 2000 亩水
稻，争取在今年再次获得一个大丰
收！”从电视里得知这一有关自己切
身利益的好消息后，湖北省天门市
的种粮大户谢明星激动地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

据谢明星向记者介绍，他去年
种了 6000 多亩水稻，每亩地种植总
成本 1000 元多一点，纯收益每亩五
六百元。“关键是价格稳中有升，同
时上规模，肯定有钱赚”。
据了解，2011 年，湖北省水稻种

植面积 3000万多亩。而据湖北省农
业厅测算，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每
上调 1 分钱，农民人均增收 10 元。
目前，与多数农资价格上涨在 10%
以内相比，稻谷最低收购价涨幅跑
赢了农资价格涨幅，冲抵农资成本

上涨空间后，略有盈余。
在 2012 年春耕即将展开之际，

国家再次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格，
各类主体尤其是农民信心倍增。

下游粮食加工企业遇困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我国水稻
最低收购保护价格的再次大幅提
高，在保障稻农种粮积极性的同时，
也是对稻谷价格底部空间的有力政
策支撑。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近
来粳稻米价格略有上涨，交易成交
状况较春节前好转许多。而随着春
节结束，米业等粮食加工企业开始
恢复生产，收购加工意愿愈发强烈。

然而，与粮食加工企业积极主
动相比，作为被收购方的农民却消
极许多：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出台，
在稻农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稻农
有了更多的期待，惜售心理增强，因
此导致粮食加工企业收购稻谷困
难。

当听到国家出台稻谷最低收购
价格政策，谢明星激动不已。
“我去年就预计 2012 年国家会

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现在看来我
留 2 万斤稻谷是正确的。当时很多

米业加工企业找到我想让我把全部
稻谷卖给他们，我硬是坚持没有出
手。”谢明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
绍，他去年卖掉了一大部分稻谷后，
判断 2012年市场行情一定会走强，
最终抵挡住了各家米业加工企业的
“轮番纠缠”。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在
我国稻谷主产区，像谢明星一样惜
售稻谷的农民不在少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粮食
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随着稻谷最
低价格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稻农
惜售、收购困难，尤其对一些规模不
大的米业加工企业来说，处境十分
困难。
“稻农们囤粮不售，眼看价格步

步提升，我们粮食加工企业也没办
法，企业的日子很难过。”江西九江
盛鑫粮食加工厂负责人王新友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往年每到稻谷收购的季节，当地的
粮食加工企业都会发动员工四处
“抢”稻谷。而现在，稻谷更难“抢”
了。

王新友还向记者介绍，一方面
是稻谷价格上涨粮食加工企业原材
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企业还面临
着融资困难、人工成本不断上涨的

压力。比如两三年前工人月工资
1000元多一点，现在最少要在 2000
元，有时候还招不到人。
据记者了解到，像王新友的粮

食加工厂一样遇到困难的企业较为
普遍。
“除此之外，我们这些中小粮食

加工企业还要面临那些国内国外大
的粮食收储企业的夹击，希望国家
对我们这些中小民营粮食加工企
业，在资金和托市收购等方面给予
优惠和政策扶持。”王新友说。

稻谷收购价提高
市场传导有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表示，1 月份 CPI 的上涨与双
节因素（元旦和春节）和季节性因素
有关。刘元春指出，由于气候寒冷对
蔬菜价格造成影响，同时返乡务工
人员较多也使得服务业上涨较大，
如果剔除上述季节性因素和节日因
素，CPI价格应处于回落通道中。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也表示，受春节食品涨价影响，1 月
份 CPI数据大大超出预期，这些因
素在 2 月份会有所淡化，CPI 将回
落。专家还预计，2012年 CPI数据全
年低点将在 3%左右，这一数字在三
季度出现。

粮价是百价之基。无论是成本
推动，还是输入性通胀因素，粮价收
购价上涨，是否会带动以粮食为主
要原料的食品价格普涨，从而推动
CPI大幅上扬？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相关

专业人士后，多方普遍认为，还会感
到物价在缓慢上涨，但涨幅会比去
年小得多。
近日，记者发现多家机构公开

发布的研究报告均指出，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不断回落。

中证期货宏观分析师周晋认
为，CPI 统计的都是终端产品价格，
处于上游的粮食对终端产品价格有
传导作用但会弱化。由于 CPI 统计
构成中食品占比最大约 30%，而食
品中占比最大的是猪肉。粮价很难
一次上涨 30%—50%，而猪肉价格
涨 20%—30%则很容易，去年猪肉
一度上涨超过 50%。猪肉价格才是
决定 CPI的关键。

总的来说，从提高粮食最低收
购价，到粮价微涨，再到食品价格上
涨，逐步往上传导后，传导力非常有
限，对 CPI影响不大。
周晋还认为，2011 年食品价格

大幅上涨，粮价只是助推因素之一，
更多的还是人力、水、电、租金等综
合推动。
对国家上调稻谷最低收购价

格，中金公司认为行政性调价对通
胀影响不大。

中金公司认为，粮食占 CPI 比
重约 2.8%，稻米占 CPI 比重大约
1.5%。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上涨
14%，所导致的稻米平均价格的涨
幅应该低于 14%，即便稻米的零售
价格也相应上涨，其对 CPI 的直接
推升效果不超过 0.2 个百分点。中
金公司预计 2 月份 CPI 同比增长率
将显著回落，增长 3.4%。

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预测，2012 年通胀会降到 4%以下，
可能全年在 3%左右，年中还可能
降到 3%以下。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对于湖北省天门市的菜农何家英来说，去年花菜价格直
线下跌滞销的场景令她仍然心有余悸。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农产品
市场流通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适应，产销不衔接，订单
农业比重低，价格波动大。农产品流通环节多、损耗大、效率
低。中间环节过多，从菜地到餐桌的成本过高，固有的流通模
式没有根本改变。

流通环节“两头诉苦”

“往年花菜价格高，不愁卖，去年冬天我花大力气种了七
八亩花菜准备多赚点钱，谁承想价格低得要命，还没人收。要
不是政府最后帮忙联系，肯定都会烂在地里。”何家英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介绍。

然而，就在电视里、报纸上、网络上纷纷报道蔬菜种植地
价格暴跌，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张女士却感受不到市场里蔬
菜价格松动了多少，甚至有些蔬菜品种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上涨。

一头是农民抱怨菜价跌卖菜难，另一头则是市民抱怨买
菜贵。

目前，北方冬季蔬菜 40%以上需要从南方调运。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的建设，大中城市近郊菜地不断减少，鲜活农产品
自给率下降，远距离运输逐渐增多，物流成本不断上升。

商务部资料显示，我国果蔬产后腐损率达到 圆缘豫左右，而
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在 缘豫以下。

另外，流通基础设施薄弱，尤其缺乏冷链物流设施，我国
果蔬、肉类、水产冷藏运输率分别为 15%、30%和 40%，美、日、
西欧等发达国家冷链流通率达 8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供销合作社系统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企业
不少，但总体上规模偏小、实力偏弱、布局不合理，辐射带动能
力不强，在推动产销衔接、承担市场调控任务等方面的作用发
挥得不够。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培育一批大型鲜活
农产品流通、运输企业和批发市场，支持企业将经营链条延伸
到上游的农业生产环节和下游的仓储、运输、加工、配送等环
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只有这样才能提升鲜活农产品流通的
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提出提高市场流通效率，
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

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培育大型商贸集团，加快发展供销合
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各类多元化市场流通主体，提高
农产品流通层次和档次。另外，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

订单农业模式发展快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近日表示，为加强产销衔接，一号文件
提出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推进生产者与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超市、宾馆饭店、学校和企业食堂等直接对接，支持生产基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城市社区增加直供直销网点，形成稳定的
农产品供求关系。

在推进产销对接工作中，相当多的企业探索出很多好的
产销对接的新途径新模式：发展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办专业物
流配送公司，向上对接农产品基地，向下对接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社区、学校等消费终端；发展电子商务，建立网络交易
平台，推行“网上交易、网下配送”等新的产销对接模式。

据了解，通过推进产销对接模式，鲜活农产品从采摘到消
费普遍减少了 2—4个环节，节约了 20%—50%的流通成本，
农民和市民都得到了实惠，企业也开辟了新的盈利点，实现了
多方共赢。如北京市科委启动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助农工程
爱农信息驿站，由电信运营商将宽带光纤通到京郊村镇的信
息驿站，利用无线通信网连接到每一个农户。而以爱农卡为纽
带的驿站服务运营体系，代理发布特色农产品、农家乐、农资
和农产品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代办爱农卡采摘、农家乐和
订单农业等服务。

据记者了解，早在 2006年，爱农公司就开始开发一套采
用订单式物流的电子商务系统。如果有消费者要预定农产品，
拨打客服电话，选择好产品，形成电子订单，爱农卡物流中心
当天下午向爱农场下达采购单，第二天有机农产品就会及时
送到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再通过专门的配送车将这些有机蔬
菜、粗粮或者鸡蛋直接送到用户手中，整个过程划卡消费。这
种电子商务的做法改变了以前的传统模式，一方面保证了效
率，扩大了服务的内容；另一方面，保证了上百种的农产品配
送的准确无误。

另外，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位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
粮食物流园区多家农产品加工、销售公司，跳出传统生产经营
模式，盯住城市、盯住餐桌，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有
机、无公害无污染的农畜产品，提高农牧业生产经营效益和农
牧民收入。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中央一号文件
力推订单农业

稻谷价抬升上演“农强工弱”

与多数农资价格上涨在 10%以内相比，稻谷最低收购价涨幅跑赢
农资价格涨幅，冲抵农资成本上涨空间后，略有盈余。 悦晕杂供图

在多方惠农政策的提振下，近日国内期货市场罕见地走出了
“农强工弱”格局，农产品呈现出普遍上涨的态势。

苹果商标陷入胶着战
（上接第十八版）

苹果反击：欲告杨荣山

就在上海浦东法院裁定公布前，
一家名为金杜律师事务所受美国苹
果委托，就杨荣山此前面对媒体发布
的关于苹果和 iPad商标言论，发出一
份带有“法律威胁”性质的律师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得
的这份律师函看到，苹果方面要求，
有关诉争两项 iPad 商标的权属问题
尚未经中国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
因此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您、贵司
及贵司代理（“您”指杨荣山———记者
注）均应奠重中国法律和中国法院的
司法程序，不宜也不应向中国媒体披
露任何与事实不符的信息，特别是有
损于苹果公司声誉的信息，否您需要
就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这封发给杨荣山的律师函中，
苹果方面再度强调，“深圳唯冠对台

湾唯冠称其为全部 iPad商标持有者
一事毫不知情以及英国 IP公司‘误与
台湾唯冠交易’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而与此相反的是，深圳唯冠 2009年
12月 15日的邮箱中表示：“麦世宏先
生和我在深圳。但是商标不属于深圳
公司，而是台湾公司。因此我们选择
会议安排在台湾召开。”

针对苹果的这一律师函，李肃颇
为恼火，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和君创业既是深圳唯冠的代表，
更是作查封 iPad 商标的八家银行代
理，我们在代理的中国企业依中国法
律行事，发表的所有言论都在八家银
行联席会议上通报，苹果公司的威胁
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挑衅，苹果如不
收回威胁，我们起诉苹果及误导苹果
的中介机构。”

唯冠出招：多管齐下

此前，就苹果 iPad 商标侵权案

件相互间的口水仗正酣时，深圳唯
冠、杨荣山及马晓东均在新浪开
设经实名认证的个人微博。在浙
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看
来，“这场商标争夺战进行至今，
双方没有丝毫妥协迹象，深圳唯
冠显然希望借助舆论占据判决的
主动权。同时，也方便及时对于苹
果方面的回应进行回击，引导舆
论的走势，为双方最终的谈判占
据更多优势。”
深圳唯冠另一律师代表、国浩

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谢湘辉则
指出，“法院诉讼和工商部门对苹
果的查处是两回事，相互之间并不
影响，工商部门不需要等到法院做
出裁决后，才能要求苹果的 iPad 产
品下架。”
目前，深圳唯冠仍在国内多地

工商部门以苹果 iPad 商标侵权为
由进行投诉，全国已经有 50 多家工
商局参与调查，各地 iPad 产品下架

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此前，在广
东惠州，深圳唯冠向法院起诉苹果
惠州经销商———深圳顺电连锁电器
已获胜，顺电被要求禁售 iPad。

唯冠已经在美国向法院提出诉
讼，要求法院责令苹果赔偿经济损
失，废除之前出售 iPad 商标的协
议，禁止苹果在其产品中使用 iPad
商标。知情人士称，通过在美国起
诉一方面可以获得赔偿金、授权费
或签订新协议从而缓解当前唯冠重
组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此前，苹果公司曾向八家银行
开出 1000 美元的商标转让费。马东
晓还透露，“深圳中院最后一次开
庭，苹果请来的香港律师谈调解时
被告知苹果只愿意出几百万元人民
币。”此前，苹果为 iPhone 进入中国
从汉王科技手中购买 i-phone 商标
曾付出约 2500 万元人民币。李肃曾
透露，“让八家银行满意的商标转让
费金额应该是 4 亿美元”。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公告
吕艳敏（身份证号：130423198309050762）：经查，你自 2011

年 3月 15日至 2011年 8月 23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开展诊疗活动，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擅自执业人员
吕艳敏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本行政机关已于 2011年 10月
20日做出京海卫医罚字（2011）349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京海卫医罚字（2011）3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朱冰（身份证号：41272319780508732X）：经查，你自 2011
年 8月中旬至 2011年 10月 14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开展诊疗活动，擅自执业人员朱冰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本行政机关已于 2011年 11月 9日做出京海卫医罚字（2011）
387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京海卫医罚字（2011）
3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姚青明（身份证号：341221197912031517）：经查，你自 2011
年 5月 17日至 2011年 11月 2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开展诊疗活动，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擅自执业人员
姚青明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本行政机关已于 2011年 12月 1
日做出京海卫医罚字（2011）402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京海卫医罚字（2011）4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瑞峰（身份证号：130423198101283313）：经查，你自 2011
年 2月 15日至 2011年 11月 15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开展诊疗活动，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擅自执业人员
安瑞丰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
门处罚。本行政机关已于 2011年 12月 1日做出京海卫医罚字
（2011）409号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京海卫医罚字
（2011）4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你逾期
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行政机关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 12号
联系人：周泽 密密 电话：88364581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
2012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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