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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变苦水 民族大豆压榨企业命悬一线

本报记者 胡东林

食用油涨价再度触动居民心弦。 实际上， 截至

8

月

份，国内

5

升包装的大豆油、菜籽油和花生油年内涨幅已

分别达

1.52%

、

5.77%

和

13.17%

。

大豆油脂涨价， 荷包鼓起来的并不是民族压榨企

业。 据相关统计，

2009

年至今，中国累计进口美国大豆近

2

亿吨，仅此就给美国豆农和贸易商送上了

700

多亿美元

的红包。

“这榨的哪是油水，简直就是苦水啊！ ”在外资的全

线渗透和挤压下，民族大豆压榨企业只能这边咬着牙收

豆，那边忍着痛压榨。

相关专家认为，食用油年年约谈、年年涨的现象和

我国丧失大豆产业链主导权密切相关。 面对四年轮回的

困局，政府应当在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上下功夫，而不能

仅仅过多地指望约谈效果。 对企业而言，更好的利用期

货市场规避风险、全面提升自身竞争力则是当务之急。

“省油就是省钱”

“小伙子，您说这桶油要合几块钱一斤？ ”

9

月

6

日，在

北京宣武门外的一家知名超市，一位大约

60

来岁的老大

爷苦笑着问促销员。“怎么也得

16

块钱一斤吧？如今省油

就是省钱呀！ ”他又自言自语说道。

“民以食为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最基础的

生活食品，不过近日来食用油轮番涨价可愁坏了不少老

百姓。 老大爷一番话的背后，恰恰传递出居民面对涨价

的被动和无奈。

近日， 由于受全球自然灾害及原料市场青黄不接、

价格一路飞涨等因素影响， 国内食用油价格也随之攀

升。 实际上，自

2009

年以来国内食用油价格就呈现出总

体上调格局，以豆油为例，新华社监测数据显示，

2012

年

8

月份要比

2009

年

1

月份上涨

16.74%

。

通胀压力从来没有离开居民的视野。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首席经济师、商务部特聘专家祝宝良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月份

CPI

回升至

2.0%

并不意

外，虽然油脂价格占比并不高，但不可忽视猪肉和粮食

的涨价因素，尤其在季节性压力来临的情况下。

“配合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一项

重要职责。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价格研究专家张群群指

出，此次约谈的背景应当和管理通胀有关，油脂本身对

CPI

影响不大， 但这或许正暗示了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通

胀压力不容忽视。

我们的油脂滋润了谁

大豆和食用油价格持续上涨，油脂压榨企业按理会

荷包满满，然而国内压榨行业却诉苦声不断，人们不仅

要问，涨价带来的利润去哪了？

“中国大豆油脂涨价， 荷包鼓起来的是美国豆农和

一些国际大型中间商。 ”黑龙江大豆生产协会副秘书长

王小语说，近几年种植美豆的吨利润在每蒲式耳

10

美元

左右，按

2009-2011

年中国分别进口美豆

4255

万吨、

5478

万吨和

5264

万吨计算，再加上

2012

年的可能进口约

5000

万吨，近四年累计进口美豆近

2

亿吨，仅此就给美国豆农

和贸易商送上了

700

多亿美元的红包。 另据

Wind

数据显

示， 截至

7

月今年进口大豆已达

3492

万吨， 进口金额逾

196

亿美元。

大豆价格上涨，国内农户也未能受益。 公开数据显

示，今年吉林省大豆种植面积

401

万亩，比去年减少

168

万亩； 而受种植收益相对较低及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引

导， 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已连续三年减少，

2011

年黑龙

江省大豆产量仅约

542

万吨，比

2008

年下降

12.7%

。

“目前玉米收购价约

1.2

元

/

斤， 按此算大豆只有在

3

元以上才能激发农民继续种豆的意愿。 ”家住哈尔滨附

近的一位豆农对记者说，今年以来身边的不少农户都明

显减少了大豆种植面积。 据他观察，哈尔滨附近的几个

县基本上都减少

2/3

以上。也正因此，今年虽然豆价上涨，

但不少人对此已没多大感觉。

如果说进口大豆是有买有卖，那么，同样耕耘国内

市场的外资企业日子红红火火就足以让国内同行深思

了。 彭博社数据显示， 益海嘉里母公司丰益国际

2009-

2011

年的总收入中， 来自中国的占比最低也在

48%

以

上，其中油脂业务颇为可观。 据称，在美国《财富》杂志发

布的

2012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最新排名中， 丰益国际排名

上升至

223

位，较去年上升了

94

位，在食品生产行业位居

全球第三。

大豆产业生死劫

“压榨行业不好做。 ”当中国证券报记者拨通哈尔滨

工大油厂总经理刘宝林时的电话时，这位从业多年的东

北汉子大倒苦水。

他说，虽然现在形势有所好转，但也只是稍缓一口

气而已， 眼下大豆压榨利润只有区区的每吨几十元，而

且在多重压力之下能维持多久还很难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有着切肤之痛的刘宝

林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2008

年

6

月份以每斤

2.64

元买入

2

万吨大豆后，一个来月就跌到了

2.2

元，直接损失近两千

万元。 面临断顿的工厂只得垫老本运营，这边咬着牙收

豆， 那边忍着痛压榨，“最惨的时候每压榨一吨大豆，我

们就得亏损五六百块钱，这榨的哪是油水，简直就是苦

水啊！ ”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直面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

风险，国内压榨企业还不得不应对外资在产业链的全线

渗透和挤压。 目前，外资不但主导了粮食国际贸易，还控

制了国内压榨需求总量的

6

成约

7000

万吨大豆， 由于全

国目前需求量还不足

6000

万吨，从规模上看他们完全控

制了国内市场。公开信息显示，

ADM

、邦吉、嘉吉、丰益国

际、来宝等跨国粮商

2007

年就已在全国

97

家大型油脂企

业中的

64

家参股或控股， 占植物油压榨总产能的

66%

。

而据王小语介绍， 在黑龙江省日加工

200

吨以上的

88

家

压榨企业中， 近年来实际加工数量仅维持在

200

万吨左

右，占全部加工能力的

1/7

。

“经过

2004

年和

2008

年两轮强攻， 国内大豆产业已

基本被外资打垮。接下来就是何时收网的问题了。”王晓

语表示，外资企业凭借资金、人才以及控制全球粮仓的

优势步步紧逼， 虽然上半年不少储豆企业因祸得福，但

这种偶然性不足以改变全行业的困境，压榨企业饥一顿

饱一顿的情况未来还会出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说，外资企业攻城略地，在大豆供应充足的年份里

压力还不明显，但只要供应趋紧，外资企业往往就在粮

点直接加价收购，从原料上掐住了国内企业的脖子。 “大

豆产业已深陷外资手中，企业命悬一线。 ”他说。

打破四年轮回困局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业人士指出，面对大

豆产业的危机，我们既要从自身找原因，更要从自身找

动力，要进一步发展期货市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提升

国内企业和产业的竞争能力，以打破四年轮回的困局。

“大豆问题的本身并不仅仅在大豆， 还在于如何看

待自主大豆在农业产业以及粮食安全的位置。 ”王小语

建议国内参照大豆、 玉米的比价施行目标价格补贴机

制，即在大豆玉米比价失衡的市场条件下，将目标价差

补贴按照播种面积、 参照单产等级给予大豆种植户补

贴。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正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认可。 ”一家大型压榨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较

之以往的“一口价”和“总部定价”的模式，期货市场不但

能为企业定价提供权威参照，而且还可以锁定原料成本

和产品收益，不少企业由此尝到甜头。 但也有一些企业

对期货市场的理解和运用水平有待提升。 ”上述压榨企

业人士表示。

“要用好期货市场，还需相关配套环境的完善。 ”王

晓语举例说，由于农户和部分中间商不能开具增值税票

据，从而限制了现货交割。 此外，在改善物流以及提高普

通农户行情研判能力、增强金融对企业的支持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也都需要有新的思路。

而据市场人士透露，今年以来，大商所也在积极调

研大豆产区交割的可能性， 以寻求从制度建设层面，在

推动大豆期货市场发展、更好服务“三农”工作方面实现

新的突破。

[

漫画

][

期货大视野

]

荆林波：大豆定价权缺失削弱“约谈”效果

□

本报记者 胡东林

“不要对‘约谈’寄望过高。 ”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荆林波指

出， 由于我们丧失了对大豆产品的定价

权， 直接导致国内豆类产业链受制于跨

国公司，并使得市场调控难度加大。他同

时提醒， 如果对于定价权缺失的现象听

之任之， 那粮食安全受制于人就绝非危

言耸听。

中国证券报：

8

月底发改委再度约谈

一些油脂企业，您对此举怎么理解？

荆林波：此举意图非常明显。种种迹

象表明，调价风潮将起，政府有关部门要

提前做出预警，希望稳定价格。但从以往

情况看，约谈难以改变油脂上涨趋势，这

是因为我国失去了对大豆产品的定价

权， 导致整个豆类产品的产业链受制于

跨国公司，尤其是

ABCD

四大公司。因此，

政府要有所为， 应当在构建食品安全体

系上下功夫， 而不能仅仅过多地指望约

谈的效果。

中国证券报： 有人觉得外资圈地只

是一种单纯的市场行为， 而我们对食用

油价格上涨也过于敏感。 您同意吗？

荆林波：我不同意此观点。 “谁控制

了食品，谁就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命脉。 ”

没有一个国家， 尤其是像中国如此之大

的国家，会漠视外资控制某种大宗食品。

在此问题上，我们希望媒体多元报道，警

示世人，客观评价，防止利益集团的短期

行为给国家与民族带来灾难。

中国证券报：有业内人士反映，外资

正在向种植、收购以及压榨、饲料等产业

上下游全面渗透， 这是否会导致我们定

价权的缺失？

荆林波：完全有可能。 除了大豆，目

前这种定价权的缺失还有可能蔓延到玉

米产品上。如果听之任之，总有一天我们

的粮食控制权要受制于人。 这不是危言

耸听，而是必须正视的残酷现实问题。

中国证券报： 大豆产业链被外资主

导的根本原因在哪？您认为外资进入后，

行业竞争的焦点应当是什么？

荆林波： 根本原因在于： 从政府层

面，缺乏国家战略；从产业层面，本身我

国的农产品产业体系不成熟， 小农经济

无法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集约化

生产；从流通层面来看，无论是在现货市

场与期货市场， 我们都缺乏足够的套期

保值与投机的经验， 总是被外国资本所

牵制。 最根本的是某些跨国利益集团成

功地本地化运作， 包括对我国某些政府

部门的游说， 导致我国大豆产业无法可

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未来的大豆产业链

的竞争焦点将在终端市场的争夺， 包括

渠道、品牌与消费者。

中国证券报：形势严峻，我们只能被

动应对吗，有没有什么办法？

荆林波：办法与问题同时存在。首先

要强化农产品国家安全的理念，其次，国

家有关部门必须放弃部门本位主义，从

国家大局出发，构建农产品安全体系，再

者，从产业化、市场化与国际化角度，促

进产业的升级换代。

中国证券报： 如何看待期货市场对

于大豆产业链的意义， 未来能否起到更

为积极的作用？

荆林波：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里，

期货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安全体系的构建

必不可少。 事实上， 期货市场不仅对大

豆， 而且对于其他大宗农产品都有很好

的指导作用。 国际经济动荡不安、 天灾

“人祸”屡屡出现，更需要重视期货市场

作用，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规避风险

等传统现货市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省油就是省钱”

“小伙子，您说这桶油要合几块钱一斤？ ”

9

月

6

日，在北京宣武门

外的一家知名超市，一位大约

60

来岁的老大爷苦笑着问促销员。 “怎

么也得

16

块钱一斤吧？ 如今省油就是省钱呀！ ”他又自言自语说道。

“民以食为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最基础的生活食品，

不过近日来食用油轮番涨价可愁坏了不少老百姓。 老大爷一番话

的背后，恰恰传递出居民面对涨价的被动和无奈。

近日，由于受全球自然灾害及原料市场青黄不接、价格一路飞

涨等因素影响，国内食用油价格也随之攀升。 实际上，自

2009

年以

来国内食用油价格就呈现出总体上调格局，以豆油为例，新华社监

测数据显示，

2012

年

8

月份要比

2009

年

1

月份上涨

16.74%

。

通胀压力从来没有离开居民的视野。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

部首席经济师、 商务部特聘专家祝宝良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8

月份

CPI

回升至

2.0%

并不意外， 虽然油脂价格占比并

不高，但不可忽视猪肉和粮食的涨价因素，尤其在季节性压力来临

的情况下。

“配合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职

责。”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价格研究专家张群群指出，此次约谈的背

景应当和管理通胀有关，油脂本身对

CPI

影响不大，但这或许正暗

示了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通胀压力不容忽视。

我们的油脂滋润了谁

大豆和食用油价格持续上涨，油脂压榨企业按理会荷包满满，

然而国内压榨行业却诉苦声不断，人们不仅要问，涨价带来的利润

去哪了？

“中国大豆油脂涨价，荷包鼓起来的是美国豆农和一些国际大

型中间商。 ”黑龙江大豆生产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近几年种植

美豆的吨利润在每蒲式耳

10

美元左右， 按

2009-2011

年中国分别

进口美豆

4255

万吨、

5478

万吨和

5264

万吨计算，再加上

2012

年的可

能进口约

5000

万吨，近四年累计进口美豆近

2

亿吨，仅此就给美国

豆农和贸易商送上了

700

多亿美元的红包。 另据

Wind

数据显示，截

至

7

月今年进口大豆已达

3492

万吨，进口金额逾

196

亿美元。

大豆价格上涨，国内农户也未能受益。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吉

林省大豆种植面积

401

万亩，比去年减少

168

万亩；而受种植收益相

对较低及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引导， 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已连续三

年减少，

2011

年黑龙江省大豆产量仅约

542

万吨， 比

2008

年下降

12.7%

。

“目前玉米收购价约

1.2

元

/

斤， 按此算大豆只有在

3

元以上才

能激发农民继续种豆的意愿。”家住哈尔滨附近的一位豆农对记者

说，今年以来身边的不少农户都明显减少了大豆种植面积。据他观

察，哈尔滨附近的几个县基本上都减少

2/3

以上。也正因此，今年虽

然豆价上涨，但不少人对此已没多大感觉。

如果说进口大豆是有买有卖，那么，同样耕耘国内市场的外

资企业日子红红火火就足以让国内同行深思了。 彭博社数据显

示，益海嘉里母公司丰益国际

2009-2011

年的总收入中，来自中

国的占比最低也在

48%

以上，其中油脂业务颇为可观。据称，在美

国《财富》杂志发布的

2012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丰益国

际排名上升至

223

位，较去年上升了

94

位，在食品生产行业位居

全球第三。

大豆产业生死劫

“压榨行业不好做。 ”当中国证券报记者拨通哈尔滨工大油厂

总经理刘宝林时的电话时，这位从业多年的东北汉子大倒苦水。

他说，虽然现在形势有所好转，但也只是稍缓一口气而已，眼

下大豆压榨利润只有区区的每吨几十元， 而且在多重压力之下能

维持多久还很难说。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着切肤之痛的刘宝林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2008

年

6

月份以每斤

2.64

元买入

2

万吨大豆后，一个来

月就跌到了

2.2

元，直接损失近两千万元。 面临断顿的工厂只得垫

老本运营，这边咬着牙收豆，那边忍着痛压榨，“最惨的时候每压榨

一吨大豆，我们就得亏损五六百块钱，这榨的哪是油水，简直就是

苦水啊！ ”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直面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国内

压榨企业还不得不应对外资在产业链的全线渗透和挤压。目前，外

资不但主导了粮食国际贸易，还控制了国内压榨需求总量的

6

成约

7000

万吨大豆，由于全国目前需求量还不足

6000

万吨，从规模上看

他们完全控制了国内市场。 公开信息显示，

ADM

、邦吉、嘉吉、丰益

国际、 来宝等跨国粮商

2007

年就已在全国

97

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

64

家参股或控股，占植物油压榨总产能的

66%

。 而据王小语介绍，

在黑龙江省日加工

200

吨以上的

88

家压榨企业中，近年来实际加工

数量仅维持在

200

万吨左右，占全部加工能力的

1/7

。

“经过

2004

年和

2008

年两轮强攻，国内大豆产业已基本被外资

打垮。接下来就是何时收网的问题了。”王晓语表示，外资企业凭借

资金、人才以及控制全球粮仓的优势步步紧逼，虽然上半年不少储

豆企业因祸得福，但这种偶然性不足以改变全行业的困境，压榨企

业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未来还会出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说，外资企业攻城略地，在大豆供应充足的年份里压力还不明

显，但只要供应趋紧，外资企业往往就在粮点直接加价收购，从原

料上掐住了国内企业的脖子。 “大豆产业已深陷外资手中，企业命

悬一线。 ”他说。

打破四年轮回困局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业人士指出， 面对大豆产业的

危机，我们既要从自身找原因，更要从自身找动力，要进一步发展

期货市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提升国内企业和产业的竞争能力，

以打破四年轮回的困局。

“大豆问题的本身并不仅仅在大豆，还在于如何看待自主大豆

在农业产业以及粮食安全的位置。 ”王小语建议国内参照大豆、玉

米的比价施行目标价格补贴机制， 即在大豆玉米比价失衡的市场

条件下，将目标价差补贴按照播种面积、参照单产等级给予大豆种

植户补贴。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

一家大型压榨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较之以往的“一口价”

和“总部定价”的模式，期货市场不但能为企业定价提供权威参照，

而且还可以锁定原料成本和产品收益，不少企业由此尝到甜头。但

也有一些企业对期货市场的理解和运用水平有待提升。

“要用好期货市场，还需相关配套环境的完善。 ”王晓语举例

说，由于农户和部分中间商不能开具增值税票据，从而限制了现货

交割。 此外，在改善物流以及提高普通农户行情研判能力、增强金

融对企业的支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都需要有新的思路。

而据市场人士透露，今年以来，大商所也在积极调研大豆产区

交割的可能性， 以寻求从制度建设层面， 在推动大豆期货市场发

展、更好服务“三农”工作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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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s Vision

■

高端访谈

提高效率 发挥功能 优化资源配置

大商所：三方面进一步推动期货市场发展

□

本报记者 王超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中国证

券报独家专访时表示， 我国期货市场服

务国民经济的能力还比较弱， 还不能满

足众多企业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需求。

要从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 发挥市场功

能服务国民经济，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

角度进一步推动期货市场的发展。

中国证券报： 请介绍一下我国油料

油脂期货市场的发展概况。 大连期货市

场近年来在国内外市场上影响力不断提

升的具体表现如何？

大商所：目前，在我国上市的

29

个期

货品种中，油脂油料品种有

6

个，其中

5

个

在大商所交易。今年

1-8

月份，这

5

个品种

占全国期货市场总交易量的三分之一。

从市场运行质量看， 目前国内大型

油脂企业几乎都利用期货市场保值避

险， 参与我所油脂油料期货交易的法人

客户数总计超过

1

万户。产业客户的风险

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油脂油料期货品种

的期现套利、跨品种套利、跨期套利、内

外盘套利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和投资者的

常用工具。 与国际市场相关主体对期货

市场利用水平相比， 国内尽管仍有不小

差距， 但油脂油料行业已经成为国内市

场风险管理水平最高的行业之一。

中国证券报：今年来，在美国干旱天

气影响下，油脂油料表现活跃，期货市场

整体运行如何， 对相关产业发挥了哪些

积极作用

?

大商所：今年前八个月，受南北美干

旱天气等因素影响，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

动剧烈，市场主体入市避险积极，受此影

响，大连农产品期货交易活跃。今年前八

个月，大连期货市场累计成交

3.87

亿手，

成交额

17.97

万亿元，

8

月末持仓

313.63

万

手， 同比分别增长

121%

、

66%

和

57%

，挽

住了大连期货市场

2009

年以来交易量持

续下降、流动性减弱的势头，为市场功能

发挥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保障。

从价格运行趋势上看， 今年前八个

月国内农产品价格呈现持续上涨态势，

但国内涨幅远低于国际市场。 如芝加哥

豆粕、大豆、玉米期货品种，比年初分别

上涨了

71%

和

44%

、

23%

； 国内豆粕和玉

米现货价格比年初上涨了

60%

和

9%

。 国

内农产品期货价格上涨幅度也低于现货

价格的上涨幅度。 从价格相关性看，今年

大商所相关农产品期货价格与现货和国

际市场价格相关性在增强。 如豆粕期现

货价格相关性在

0.99

以上，与国际市场相

关性在

0.97

以上，期货不同合约间也保持

着合理差价，表明了价格运行的合理性。

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

风险， 今年来大商所加强了对市场运行

的监测、监控及分析评估，市场一直处于

稳健运行、风险可控状态。

中国证券报： 请介绍一下大商所在

服务实体经济、做好“三农”工作有哪些

具体工作和未来规划？

大商所： 一是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合

约制度，提升期货市场服务产业能力。今

年

2

月，大商所在充分调研和意见征求的

基础上， 对棕榈油交割质量标准和交割

细则进行了修改。下一步，大商所还将推

动大豆期货市场制度、机制的完善，充分

发挥期货市场促进我国大豆产业健康发

展的作用。

二是继续完善在东北相关地区开展

的期货订单综合试点工作， 提炼典型案

例在产区推广， 支持更多农业企业利用

期货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是借助外部力量，拓宽渠道，创新

培训和信息服务体系。与相关部委、地方

政府、信息机构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 借助多样平台将培训和信息服

务做大、做深，支持期货公司开展培训和

订单试点服务。

中国证券报： 从目前市场内外部发

展环境看， 期货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广

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 您认为具体表现

在哪些方面？

大商所： 总体上我国期货市场服务

国民经济的能力还比较弱， 还不能满足

众多企业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需求。

首先，上市更多服务“三农”、服务产

业的新品种。 我国现在的期货品种体系

已经搭了一个初步架子， 但还有很多行

业迫切需要期货市场提供服务。 比如畜

产品还没有期货品种，需要加快开发。其

次，需要进一步丰富衍生品品种结构。目

前期货市场只有单一期货交易， 随着市

场的发展， 加快期权等衍生品种的开发

已经显得很有必要。第三，一些上市品种

在规则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贴近现货、

贴近投资者。 今年我们进行了对国产大

豆产业布局的调研， 接下来还要对玉米

产业进行全面的综合调研， 了解产业现

状、流通格局和发展趋势，以进一步完善

市场机制，使期货市场在服务经济、增强

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

删减，全文见中证网：www.cs.com.cn）

跨国公司强攻

-

渗透

-

收网

油水变苦水 民族大豆压榨企业命悬一线

本报记者 胡东林

简介：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商务部经贸政策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学会、中国

物流学会副会长； 曾经荣获孙冶方经

济科学奖、万典武商业经济学奖。参与

多项国家与部委的重大课题研究以及

重要文件起草，曾主持国家“十二五”

规划子课题和多项地方发展规划项

目。专著：《信息服务与经营模式》、《第

三只眼看网络经济》、《中国商品期货

交割》、《市场营销》等。 IC图片

食用油涨价再度触动居民

心弦。实际上，截至

8

月份，国内

5

升包装的大豆油、菜籽油和花生

油年内涨幅已分别达

1.52%

、

5.77%

和

13.17%

。

大豆油脂涨价，荷包鼓起来

的并不是民族压榨企业。据相关

统计，

2009

年至今，中国累计进

口美国大豆近

2

亿吨， 仅此就给

美国豆农和贸易商送上了

700

多亿美元的红包。

“这榨的哪是油水， 简直就

是苦水啊！ ”在外资的全线渗透

和挤压下，民族大豆压榨企业只

能这边咬着牙收豆，那边忍着痛

压榨。

相关专家认为，食用油年年

约谈、年年涨的现象和我国丧失

大豆产业链主导权密切相关。面

对四年轮回的困局，政府应当在

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上下功夫，而

不能仅仅过多地指望约谈效果。

对企业而言，更好地利用期货市

场规避风险、全面提升自身竞争

力则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