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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蔬菜价格跌入历史低谷

跟风种植 菜中“贵”族大贬值

□本报记者 马爽

“新蒜两块五！ ” 北京丰台区某小区

便民菜摊上一张纸板上简单地写着的五

个字。 夏至降临，然而与高温酷暑天气不

同的是， 一度牛气轰轰的大蒜价格陡然

变脸掉头向下。

不仅是大蒜，今年以来，不少农产品

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例如前期蒜薹

暴跌，出现直接扔田沟的情况；5月，蛋价

一度跌至了十年新低，养殖户无奈丢井，

甚至将鸡蛋煮熟作为饲料；包菜、洋葱田

头价格不足收获成本， 部分农民宁愿雇

佣铲车， 将其铲掉烂地， 也不愿意收获

……农产品价格怪圈何解？

“蒜你狠” 变为“蒜你跌得狠”

“现在大蒜才两块多，最近拌凉菜都会

多放上几颗！ ”聊起最近的菜价，王女士说，

与今年上半年动辄10多块的价格，以及往年

这个时候都要四块多的情况相比，现在大蒜

已经从以前的“贵族菜”变成了“家常菜”。

上个月就在新蒜刚下来的时候，王女士甚至

买了好几大袋用来腌制糖蒜。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看昨日京城“菜

篮子”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

了解到，6月19日， 普通大蒜每斤平均价

为2.55元，普通新蒜每斤平均价为1.7元。

然而，与目前的蒜价相比，今年上半

年蒜价整体维持高位， 网友们一度称大

蒜为“菜中贵族” 、“十几块一斤的价格，

让我吃大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着‘蒜你

狠’ ！” 然而，近期网友则改口戏称“蒜你

狠” 已经变成“蒜你跌得狠” 。

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

蒜都” 山东金乡县红皮中混级蒜参考价

格为2.35元/斤， 相对于今年上半年最高

价9.60元/斤，价格下滑75.52%。

不仅如此， 本年度产新大蒜上市以

来，新蒜价格低开低走，其中河南新蒜价

格一度掉到0.8元/斤以下。6月以来，随着

新蒜干度的增加，以及人气的聚集，价格

逐步企稳回升。 据国际大蒜贸易网数据

显示，目前，“中国蒜都” 山东金乡县产

区红皮杂交干蒜主流成交价格在2.0-2.5

元/斤区间，而去年同期金乡产区红皮杂

交干蒜主流成交价格在4.0-4.5元/斤区

间，同期相比价格回落50%。

上述菜摊摊主分析， 最近蒜头价格

快速、大幅的下跌，主要与新蒜大量上市

有关，也就是说，新蒜平均售价的快速回

落，带动老蒜跟着降价。

与消费者的愉悦截然相反，如今大蒜

产区的农民却是满面愁容。“前段时间，

甚至免费都没人肯收蒜薹，只好把蒜薹扔

到路边、河里。现在大蒜虽然是丰产了，但

价格一直提不上去。 ” 大蒜种植大县———

中牟县的村民老耿说道。 在经历5月初低

得离谱的蒜薹价格后，新蒜价格也一直卖

不上去， 蒜农们的心里更是凉了一大截，

丝毫感受不到丰收的喜悦。

盲目跟风种植

“今年大蒜供应量增加是造成近期

蒜价大幅下跌的‘罪魁祸首’ 。 ” 卓创资

讯分析师崔晓娜表示， 去年国内大蒜严

重减产，农户售蒜价格较高，因此去年秋

季播种季节，农户进行了大量扩种，加上

种植之后风调雨顺，使得今年产新时，国

内大部分产地单产量出现增加。 在面积

与单产量同时增加的情况下， 大蒜总产

量较去年相比增加34.6%，因此导致今年

大蒜上市价格下滑。

2016年初，受大寒潮影响，蒜苗因为

冻死产量下降，令大蒜价格出现暴涨。再

加上大蒜商囤货控制上市量， 使得大蒜

的市场价格持续高烧。 在这种形势下，蒜

农盲目跟风种植，结果造成今年大丰收，

价格却跌到冰点。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导致新蒜价格

下滑的原因是前期蒜薹的失利。 国际大

蒜贸易网创始人李继锋认为， 今年蒜薹

上市时，价格低迷，给蒜农制造了恐慌心

理，因此造成新蒜上市，蒜农扎堆抛售，

价格下滑局面。

此前，蒜薹价格遭遇暴跌时，部分产

区甚至出现蒜薹免费送、 抽完蒜薹扔在

田间地沟的情况。

李继锋表示，收储商见势观望，开盘

收储积极性不高， 也是造成近期大蒜价

格下跌的原因之一。

面对大幅跳水的价格， 蒜农也很纠

结。“今年，大蒜不仅大面积扩种，而且大

丰收，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不会太高了，

赶紧处理了好干点别的， 省得每天提心

吊胆地担心蒜价。 ”老耿说。

“蒜你狠” 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未来，主导蒜价变化的因素主要包

括供需关系、资金人气等因素，以及天气

因素、宏观政策等。 ” 崔晓娜表示。

李继锋认为， 未来主导大蒜价格变

化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 反映到生产

过程就是种植面积大小、产量多少，以及

社会实际真实需求量。 而短期影响价格

波动的因素往往是心理因素， 反映到实

际生产中就是蒜农与蒜商之间的心理预

期博弈。

破解“丰产不丰收”怪圈

除了大蒜、蒜薹外，今年以来，不少

农产品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下跌，例如蛋

鸡养殖行业今年前5个月亏损超过300

亿元，如果加上肉鸡亏损，行业亏损超

过400亿元， 鸡蛋价格一度跌至了十年

新低，不足2元/斤，一些养殖户甚至将

鸡蛋丢井， 或将鸡蛋煮熟当作饲料；包

菜、洋葱田头价格不足收获成本，部分

农民宁愿雇佣铲车把其铲掉烂地，也不

愿意收获。

农产品价格“过山车” 过程中，价格

涨幅过大常常引起消费者抱怨， 而价格

下跌过多则愁坏农民。

布瑞克农业数据分析师林国发表

示，农产品价格暴跌的同时，土地租金、

化肥、种子价格走高，也使得农业种植收

益锐减甚至出现亏损。

林国发进一步表示，近年来，农产品

价格暴跌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生产

技术水平提高，提高了单产水平；其二，

消费低迷；其三，近几年天气情况整体良

好，无大灾情也增加了农产品产量。

这些年， 农产品反复暴涨暴跌虽说

是市场规律， 但也折射出市场信息不对

称的现状。

在种植方面，崔晓娜建议，农户要多

方面了解市场行情， 尤其是导致价格涨

跌起伏的根本原因。 在确定耕种时，不能

大量增种、减种，应根据行情变化与自身

情况进行合理的规划。

“农产品周期性价格波动是一个共

性话题， 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要从多角

度入手。 ”李继锋认为，地方政府应加大

种植计划指导， 避免单一农产品盲目扩

种； 有关部门联合民间资本成立农产品

平衡收储资金，平抑价格等。 作为农户，

在没有专业指导与固定收储渠道的情况

下，切勿盲目跟风，要因地制宜合理安排

种植作物品种。

此外， 期货工具也有望成为农户避

险利器。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种植规模化

程度逐渐提高， 从业者的金融意识不断

增强， 同时仓储业能力和技术也达到较

高水平， 农产品期货推出的条件逐渐成

熟， 必要性也逐渐提高。 有业内人士表

示，2017年中国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有

望迎来一个“大年” 。 当前，苹果期货、香

梨期货、红枣期货、番茄期货、葡萄干期

货，乃至咖啡期货、生猪期货、牛肉期货

等品种都成了备受期待的新标的。

郑商所严打对敲违规转移资金行为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两起在实时监

控中发现，并最终确认为构成利用

对敲手段违规转移资金的违规行

为。郑商所已根据相关违规处理办

法，对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并将

其违规行为纪律处分结果记入中

国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对敲转移资金

案例一，某交易日，郑商所在

日常监控中发现，客户甲和客户乙

在某不活跃的期货合约月份上，互

为交易对手， 密切配合交易多次；

客户乙账户呈现高买低卖的非理

性交易特征，且亏损金额与客户甲

账户盈利金额完全一致。

经调查了解，客户乙称上述交

易不是其本人操作，其在期货QQ

群里认识的一名网友称可代为操

盘，保证每个月盈利50%，只收取

盈利部分的10%作为报酬。客户乙

因受到高额利润的诱骗，将自己名

下的期货交易账户和密码透露给

该网友，结果当天账户就进行了高

买低卖的非理性操作，账户中款项

几乎全部损失。客户乙联系该网友

时对方手机已经关机、并在QQ中

与客户乙解除了好友关系。上述交

易发生后，客户甲所在的期货公司

通过登记的电话号码与住址都无法

与客户甲取得联系。其后，客户甲因

其账户受限才主动与开户公司联

系。 客户甲只承认自身账户的交易

由其亲自操作完成。 因此， 可以推

断， 可能性之一是客户甲与客户乙

认识的网友为同一人， 客户甲一人

控制上述两个账户实施了违规交

易； 可能性之二是客户甲与客户乙

认识的网友合谋进行了上述交易。

但是，无论何种情形，均可以推断客

户甲参与实施了上述违规行为。

经郑商所认定，客户甲上述交

易行为符合 《郑州商品交易所违

规处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规定，构成利用对敲手段违

规转移资金的违规行为。鉴于客户

甲存在隐瞒事实真相、不配合交易

所调查工作，且在调查过程中通过

低价平仓、手工出金及销户等方式

有意规避自律惩戒，具有较强的主

观恶性， 交易所依据上述有关规

定，做出了责令客户甲返还违规所

得。 给予其暂停开仓交易6个月的

纪律处分，并将其违规行为纪律处

分结果记入中国资本市场诚信信

息数据库。

违规行为得到惩罚

案例二，发生于2015年6月某

日，某公司客户丙、某客户丁在某

期货合约上相互成交2笔4手，存

在密切配合进行交易的情形。客户

丙存在高买低卖的非理性操作。客

户丁是客户丙的指令下达人，两当

事人均承认涉案交易系客户丁操

作。相关证据证明客户丁上述交易

行为构成利用对敲手段违规转移

资金的违规行为。鉴于客户丁已将

其账户盈利款项通过银行转账返

还给客户丙。 最终，交易所给予客

户丁“警告” 的纪律处分，并将其

纪律处分结果记入了中国资本市

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相关专家认为，发现价格是期

货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而对敲行

为， 是一种单独或者蓄意串通、按

照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进

行相互交易的行为。 对敲行为没

有真正的或者说真实的交易对

手， 通过一人控制多个账户或与

他人合谋进行的交易不能为市场

发现价格贡献任何力量， 相反却

会对市场形成正常、 客观的价格

造成妨碍， 属于一种危害期货市

场功能发挥的违规交易行为，必

须受到惩戒。 本文案例一的客户

乙轻易透露自己名下的期货交易

账户和密码给网友， 结果当天账

户就进行了高买低卖的非理性操

作， 导致账户中款项几乎全部损

失；案例二客户丁违规对敲，受到

警告处分，这样的教训值得期货市

场广大参与者深刻吸取。

沪胶短线存反弹需求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沪胶期货延续低位震荡，截至

收盘，沪胶主力1709合约报收12690元/

吨，日内下跌1.86%。迄今，沪胶期货仍未

走出今年2月中旬以来的下跌通道。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统计，2月15日以来， 沪胶

期货累计下跌约41.5%。

近期沪胶期货主力合约出现企稳情

形。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综合基本面和政

策面来看，预计胶价将迎来一波“超跌反

弹” 的行情。

胶价酝酿反弹

国投安信期货化工分析师胡华钎对

橡胶后市表现很乐观。他认为，三大因素

将促使胶价反弹。

首先， 中国重卡和挖掘机销量数据

较好，下游需求有望回暖。2017年5月，中

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8.7万辆和209.6

万辆， 同比增长分别为1.06%和0.21%，

其中重卡产销分别为9.62万辆和9.77万

辆，同比增长55.90%和50.71%；中国挖

掘机销量总计为11283台， 同比增长

105.65%， 连续两个月实现翻番增长，连

续九个月同比增长超过50%。 此外，受全

国环保督查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汽车轮

胎开工率经历了3-5月份的异常逐渐下

滑后， 目前已经开始重新回升至历史的

正常水平。

其次， 橡胶库存攀升的压力有望放

缓。随着中国橡胶进口量绝对值减少，青

岛保税区橡胶库存节节攀升的幅度逐渐

减少，未来或将见顶回落。 上期所天然橡

胶库存期货增加至333110吨， 再创出历

史新高，RU1709合约期价接近老胶现货

价格，期现已经提前回归，预计未来大规

模新增套保单的可能性较小。

第三，胶价连续四个月大跌后，已经

接近天胶综合生产成本，6月初泰国橡胶

管理局呼吁胶农不要急于低价卖胶，6月

中旬泰国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召开

减产会议， 这意味着胶价已经跌入政府

和胶农的可承受范围。

基本面偏弱限制涨幅

即使部分分析师对眼下的沪胶形势

表示看好，但不能忽略的是，在稳定的经济

形势下，橡胶需求难以出现突破性的改善。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研究认为， 需求

方面，短期仍不看好轮胎终端需求，后续

无论是替换胎还是配套胎的销售状况均

不容乐观。 目前天胶在轮胎生产配料中

的比较优势也已消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供给方面，6

月主产国天胶产量较5月将继续季节

性增长。

“近期泰国雨水偏多对胶水产量的影

响是暂时的，后续一旦天气恢复正常，胶水

产量将迅速增长，并且现阶段雨水偏多实

际上还有利于后续胶树产胶。 在无极端气

候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对后续主产国天胶

产量增速维持乐观。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

研究认为，当前供需基本面仍然疲软，并且

可能随着主产国天胶产量的季节性增长有

进一步走弱的可能，从而对胶价反弹空间

构成压制。因此即便后续胶价有所反弹，预

计反弹高度也有限。

大商所-合益荣产业培育基地挂牌

160余家粮油企业负责人西安学期货

□本报实习记者 黎旅嘉

大连商品交易所———合益荣产

业培育基地授牌暨首期西部粮油企

业培训班于6月18-19日在西安举

行。 本次培训由大连商品交易所支

持， 北京合益荣投资集团公司主办。

同时参与协办的还有银河期货有限

公司及天津里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商所总经理助理刘志强在

致辞中表示， 大商所成立以来，始

终秉承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

略的根本宗旨，不断探索市场和产

业服务新模式， 形成了形式多样、

多层次的培训模式。 近年来，大商

所相关品种集散地、产业聚集地区

也日益成为市场信息的汇集辐射

地和期货机构开展市场培训、产业

考察调研、市场信息研究的重点区

域。为进一步实现期现对接探索有

效的运营模式，大商所甄选了部分

有代表性的产业机构作为产业培

训基地，同时作为大商所期货学院

的现场教学点，构建高层次的行业

期现培训、企业培育开发和市场功

能开发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培

育平台。 在这一背景下，大商所选

择包括合益荣投资集团在内的11

家机构成为首批产业培育基地。

他说， 基地挂牌后还将举办

“移动课堂” ， 对中西部粮油产业

企业进行套期保值和基差交易进

行培训。我国中西部与东部期货市

场之间的差距大于中西部与东部

经济发展的差距，中西部期货市场

发展的滞后性与其拥有的期货市

场资源优势是不相称的，为服务好

中西部实体经济发展和企业转型

升级，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

希望合益荣集团充分发挥其联结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的优势，持

续开展好基地培训，带动相关产业

企业共同融入期现一体的油脂油

料市场新体系中来。

合益荣投资集团总裁周世勇

指出，当前中国民营油脂企业在艰

难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与发展，要克

服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压

力。现代交易模式的不断深化和影

响交易的因素日益复杂，要求企业

必须掌握期货套保、基差交易等现

代金融工具和交易技能来进行风

险管理。 没有与市场的同步，就没

有企业的发展。 为此，无论从合益

荣集团自身，还是业内同行，都有

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强烈需求。

该集团魏永科董事长也表示，大商

所产业培育基地这个平台的建立，

不仅是对集团自身的经营提出的

更高要求， 同时也是服务客户，提

升客户价值、宣传期货市场的义不

容辞的责任。

作为本次培训的协办方之一，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青认

为， 大商所把培育基地从期货圈延

伸到产业典型企业， 适应了行业发

展和产业升级转型的需要。 本次培

育基地通过让“企业培训企业”的

模式，是大商所服务产业、服务实体

经济又一次尝试、突破和创新。银河

期货在多年来服务产业的过程中，

提炼了很多经典案例， 我们希望与

产业培育基地企业密切合作， 在试

点以及后期的推广、延伸过程中，和

龙头企业一起为产业服务。

据了解，在首次培训中，产业培

训基地邀请了油脂油料产业期现货

专家，就国内外油脂油料市场供求状

况分析、企业如何运用期货及基差进

行经营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讲解。来自

西北地区油脂油料行业的一百六十

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了培训。

利好兑现 鸡蛋反弹动力减弱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昨日鸡蛋期货跳空高开，日内大涨。

截至收盘， 鸡蛋期货主力1709合约报收

3956元/500千克，日内上涨3.61%。 从4

月份开始， 鸡蛋期货进入了连续下跌通

道，3月28日至5月31日，鸡蛋期货累计跌

幅超过22%。 但6月迎来反转，6月1日迄

今鸡蛋期货主力累计上涨超过15%。

分析认为， 现货市场上贸易商开始

囤货和抢货，市场多头信心大幅提振。 但

6月以来鸡蛋期价已经明显反映了此现

象，短期继续上涨空间有限。

供应明显收缩

从现货贸易来看， 近期鸡蛋贸易形

势出现明显好转，目前收货较难，部分地

区贸易商出现抢货行为， 养殖户亦出现

惜售情况；走货方面也有所加快、贸易商

和养殖户库存也很少。

具体来看， 据芝华数据鸡蛋分析师

杨晓蕾介绍，广东市场方面，最新一周广

东到车数量较上月同期到车数量减少，

总到车数为383台，整体到车数量环比上

月同期大幅减少111台， 下游需求有好

转，广东蛋价上涨。 湖北市场方面，贸易

商库存由前期的每周10万多件到目前每

周1万多件，库存量也出现大幅减少。

前期在供应过剩的基本面格局下，鸡

蛋期价一路下跌。 但蛋鸡养殖产业周期

短，供需结构改善速度较快。 受养殖盈利

持续亏损影响，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大量

淘汰老鸡的现象。芝华数据统计显示，5月

份最新淘汰量为1.3亿只， 较前期大幅增

加57%， 淘汰鸡价格亦出现大幅下跌，湖

北浠水最低跌至1.2元/斤。 目前最新2017

年5月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0.68亿只， 较4

月减少5.87%，同比去年减少14.50%。

“进入2017年以来，蛋价逐步下跌，

芝华鸡蛋价格指数由3.11跌至最低2.00，

跌幅高达36%，部分地区蛋价跌至1.5元/

斤。 导致蛋鸡养殖大幅亏损，每只蛋鸡养

殖最大亏损高达20元/只，每斤鸡蛋净亏

损1.5元/斤， 同时持次亏损期历时高达5

月之久。 也是由于这些原因， 导致进入

2017年养殖户补栏意愿都不高， 最新

2017年5月育雏鸡补栏量较4月减少

8.09%，同比大幅减少29.95%。 ” 杨晓蕾

表示，目前蛋鸡补栏情况并不积极。

反弹或告一段落

从以往的价格演绎来看， 供应收缩

与需求端表现的共振程度， 往往决定了

鸡蛋期价反弹的空间大小。

据了解， 影响今年鸡蛋需求主要为

H7N9疫情及相关替代品两块。

杨晓蕾分析称，H7N9疫情对鸡蛋需

求影响很大， 今年H7N9发病数大幅增

加， 蛋价同比大幅下跌37%， 同时此次

H7N9疫情持续时间较长， 一直持续到6

月，但后续随着天气逐步炎热，疫情影响

将逐步消退。 从相关替代品来看，猪肉、

肉鸡、 蔬菜价格与鸡蛋价格相关性高达

90%，对鸡蛋的需求的影响很大，猪肉价

格同比大幅下跌20%， 鸡肉价格同比大

幅下跌26%， 蔬菜价格同比大幅下跌

50%，猪肉、鸡肉、蔬菜价格的大幅下跌，

对鸡蛋需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根据最新监测，猪肉、鸡肉、蔬菜

价格正在逐步好转， 对鸡蛋需求也存在

一定利好。

展望后市，杨晓蕾表示，目前蛋鸡市

场存栏出现下降，需求逐步好转，贸易形势

也出现明显好转，叠加夏季产蛋率下降及

中秋国庆需求旺季这些利好因素，未来鸡

蛋继续上涨的概率比较大；但近期受涨势

过猛影响，短期或将稳中调整。多位期货分

析人士认为，预计短期内蛋价或进入阶段

震荡，但若能突破4000元/500千克并站稳

该支撑线，则建议继续多单持有。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19.72 1124.66 1115.73 1122.76 1.89 1120.66

易盛农基指数

1353.94 1354.01 1348.76 1349.95 -3.82 1351.11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76.60 75.97 0.63 0.83

商品期货指数

916.69 920.77 925.54 915.56 915.53 5.25 0.57

农产品期货指数

910.38 912.97 917.56 907.20 909.46 3.51 0.39

油脂指数

557.95 561.22 563.98 556.09 556.76 4.46 0.80

粮食指数

1329.77 1317.39 1333.13 1316.33 1328.41 -11.02 -0.83

软商品指数

913.31 912.54 915.13 908.85 914.25 -1.71 -0.19

工业品期货指数

887.26 892.95 899.22 885.81 885.89 7.06 0.80

能化指数

668.12 668.78 674.45 664.22 667.52 1.25 0.19

钢铁指数

789.62 802.53 813.86 787.00 787.55 14.98 1.90

建材指数

778.36 786.65 794.71 777.20 776.89 9.7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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