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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研河南干旱———

粮食生产不再“望天收” 疏通“最后一公里”是关键

本报记者 官平 王朱莹

水库水位下降甚至干涸，打井不见水，河道径流减少，玉米地一片萎蔫……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初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调研所见景象。

正值秋粮生长季节，7月以来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令粮食大省河南成为关注焦点。 截至8月7日9时统计，据河南省民政厅报告，农作物受灾面积1580.4千公顷，其中绝收74.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0.1亿元。

除了河南所处旱涝频繁的自然环境外，农作物绝收背后还有什么原因？本报记者调研发现，豫北地区虽干旱严重，但因灌溉条件较好，多数县市玉米生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而豫南地区农业灌溉条件差，沟塘渠堰堵塞淤

积严重，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不足，造成一些地区连年旱连年灾，粮食生产只能“望天收” ，危及地区粮食安全。

水库咫尺之遥 部分玉米已绝收

“我家玉米就种在水库边，也浇不上水，五六亩地差不多绝收了。 ”一位姓张的农民在板桥水库边的小卖部对本报记者说，由于他家玉米地处在水库上游，离水渠较远，而抽水成本太高，所以干脆放弃灌溉了。

离板桥水库几公里远的驿城区沙河店镇大路陈村也同样如此。 从路的两旁看，去玉米地是绿油油一片，但走至近处可发现，玉米秆根部第一至四叶早已泛黄，根茎细小易折，地下的土壤久旱缺水因而固化成块，当地玉

米已进入灌浆期，但生长出的玉米干瘪少粒。

60多岁的老农陈大爷说，他只种了1亩多地的玉米，还种了一些花生，由于村里的田离水渠远，又没有打井灌溉，受旱比较严重，如果再不下雨今年就只能白种了，而即便下雨亩产也要减半。

“村里面没有打井，打井要钱，一家一户也不划算。 ”陈大爷说，村里面都是老年儿童，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很多晚辈嘱咐家中长辈不要在高温时去灌溉。

本报记者向西北平顶山方向行进，玉米地的受灾情况愈加严重。 沿途水渠干涸，玉米地里因为严重干旱已经大片倒塌，大部分玉米杆不出穗不长粒，长粒的也是干瘪亮寡，有些长粒的玉米棒子甚至发生了虫害。

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秋粮（玉米为主）占全年粮食产量的近半。 数据显示，2013年河南秋粮总产量为495.70亿斤，其中，玉米总产量为359.30亿斤。

“夏粮（小麦）一般在6月5日前收割完，秋粮在6月中旬播种，前期（7月15日前）墒情不错，玉米长势还可以，到了月底就干得厉害了。 ”驻马店市水务局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主任耿夕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耿夕林介绍说，一般7月、8月是驻马店地区主汛期，而今年7月份驻马店全市降水不足50毫米，以往则在500毫米左右，“秋作物特别是玉米，在8月初正是拔节抽雄对水肥需求大的时候，这时候出现大的干旱对农作物生

产影响尤其大” 。

玉米抽雄前后是玉米一生中水分需求最大的时期，也是玉米一生中对干旱反应最敏感的时期。 干旱将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和正常受粉，通常此期的干旱也被称为“卡脖子旱” ，对玉米的产量影响很大，严重的可导致绝

收。

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据耿夕林了解，7月底驻马店市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为500万亩，而截至8月5日，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800万亩，占秋粮种植总面积的70%左右，有近100万亩农田为重度干旱（对农作物来说，

意味着减产90%以上）。

灾情南重北轻 “灌溉是关键”

耿夕林告诉本报记者，河南全省地形呈西高东低之势，西部多丘陵，东部为辽阔的黄淮平原，雨水快速由西往东汇聚，导致豫南地区东部易出现洪涝灾害，往年也多是豫北干旱、豫南洪涝。

以往是未雨绸缪，现在是临渴挖井。 耿夕林说，驻马店地区有不少水库，但多为防洪用，由于东部地区地势低洼，宿鸭湖水库目前仅有2亿立方水，水深只有1米左右，很少的水用于灌溉，西部地区虽也有水库，但由于支

渠、小渠不发达，淤积严重，干渠的水到不了农田。

“如果农民自己挖井又划不来，一家一户就几亩田，而挖一口深100米的井（可灌溉50亩地）需要10万元以上。 ” 耿夕林说，年辰好的时候，玉米亩产1000斤，出去生产资料成本400元，以每斤1元估算，5亩地一年才赚

3000元，这也就造成了上蔡县以及驻马店以西的一些岗岭地受旱严重，一些农民放弃玉米地，也不愿意去找法子灌溉。

相比来看，豫北地区虽然也遭遇了干旱，玉米生长却比较正常，甚至有增产可能。 8月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豫北地区的新乡市延津县看到，绿油油的玉米地矗立在公路两旁，玉米杆已经超过成年人的高度（目测在2米

至2.2米），由于当地7月30日的强降雨，土壤仍有湿湿的感觉，拿在手里并不容易散，玉米叶也并未受到干旱影响而枯黄，剥开玉米穗，颗粒也比较完全。

延津县是中国农业大县，被称为中国小麦第一县。 延津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兼新乡市惠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当地种植的玉米正处抽雄吐丝期，是使用灌溉、穗肥追肥的关键时

期，接下来的灌浆期更需要充足水分使得颗粒饱满。

李振海表示，延津以及豫北其他地区，今年旱情并不如去年严重（去年7月20日至10月30日持续超高温、不降雨），数日前强降雨更加缓解了旱情，另外由于豫北地区灌溉（主要为提灌、井灌）条件好，玉米种植为精根细

作，今年玉米品质要好于去年，产量有可能与去年持平，甚至超过去年。

李振海认为，在玉米生长初期遇到干旱是好事，在抽雄过后的灌浆期在需要大量水分，且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夏季持续高温天气并没有去年那么久，因此对豫北地区产量影响较小。

他指出，由于豫南地区灌溉条件相对较差，不少地方农作物种植“望天收” ，在这次干旱中影响可能较严重，但豫北地区玉米单产高，质量更优，种植面积在全省占30%至40%，两者增减对冲，预计对河南整体秋收玉米产

量影响有限。

旱魃之威有限 全年增收不改

就在河南省旱魃肆虐之际，其他省份的旱情也开始滋生并且蔓延。 6-7月，华北大部、黄淮大部、江淮、江汉大部及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降水普遍偏少2-5成，气温偏高，旱情发展快。 据农业部8月4日农情调度，全

国受旱面积6420多万亩，其中重旱1700万亩。 旱情最重的河南省受旱面积2580多万亩，重旱面积730多万亩。

国金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此次旱情，三大主粮品种当中，玉米影响最大。 三大主粮当中，玉米处于喇叭口期，水稻处于孕穗期；同时，主要重旱区河南，玉米占全国年产量8.5%，小麦占26.25%，稻谷占全国产量的

2.41%。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奔赴河南调研的当日，空气中便弥漫颇为浓烈的雨意，似乎随时能宣泄而下。 而此后几日，大雨果然如期而至，但雨势中等偏下，时断时续。

“这场雨的作用，受旱玉米好的更好，坏的能少减产，整体上只能轻微缓解旱情。 ” 河南省驻马店市农业局副调研员朱红文拿出手机上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警短信给记者展示，8月5日至7日，驻马店普降小雨，平均降雨

量16毫米，此次降雨范围广，雨量分布不均，其中降雨量较大的汝南县23毫米、平舆48毫米、正阳县59毫米，旱情基本解除，其它县区也出现了10毫米以下的降雨量，有效缓解了旱情。

本报记者调研了解到，干旱天气尚难改变全年粮食增收或至少持平的局面。 国金证券指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区域性粮食产量受影响，但全国粮食丰收仍然是大概率事件：此次受旱面积主要在于局部特别突出，重旱

区可能会面临减产，但从全国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旱情并不严重。

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2007以来，有两次受灾面积达到4.4亿亩（同年粮食产量增幅均低于1%，其余年份增幅平均3.64%），最低的 2012年也有1.4亿亩，据公开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全国农作物受旱情况是好于去年的；考

虑到河南省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49%，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持续重旱将会对秋粮丰收带来一定的干扰，不过陆续的降雨，对郑州以北的平原地区的干旱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且重旱面积占比整体并不大。 另外，从夏粮方

面来看（约占全年1/4），上半年产量达到2731.9亿斤，同比增长3.6%，增长非常理想。

市场人士表示，此次旱情的发生，从气象上看，人们易将其与厄尔尼诺现象关联起来，由此引发了玉米期货的大幅上涨。 国金证券认为，异常天气带来的投资机会是农业板块的主旋律之一，干旱事件的发酵将会引发两

方面的机会，第一，关 于减产预期带来的价格提升预期，但由于我们对丰收的信心仍然较足，因此，仅作主题性机会打包推荐种植业相关个股；第二，关于抗旱途径，推荐在农业抗旱增收方面，有很好推广价值的节水增产型

设备生产公司。

农田水利是粮食安全的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家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700多亿元，支持引水调水、骨干水源、江河湖泊治理、高效节水灌溉等重点

项目。 各地要加强中小型水利项目建设，解决好用水“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也透露，国家在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投入大，但对地方中小型水利项目建设方面投入较小，而用水“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地方则普遍存在，也严重影响粮食丰收和农民增收，同样也危及国家粮

食安全。

券商的大投行棋局：落子大宗商品蓝海

本报记者 王朱莹

7月骄阳之下，“在云端”，是中信证券大宗商品业务线行政负责人、执行总经理裴晓明的真实写照。电话拨通的这一刻，他还在山东日照代表中信寰球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与日照钢铁集团签订国内首单铁

矿石基差贸易合同；下一刻，他便已飞往上海洽谈贵金属、船舶租赁业务；洽谈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总部，与相关企业沟通碳交易的事宜。

“中信证券对大宗商品业务非常重视，可能是证券行业第一个建立大宗商品一级部门的证券公司，这在顶层设计上为我们的商品业务发展打开了空间。 ”裴晓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国应该有国际级

的大投行，大宗商品业务则是中信证券这一布局的关键。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券商参与大宗商品业务的主要方式，一是通过控股和参股期货公司进入大宗商品市场；二是通过固定收益部门（FICC），参与商品期货的自营。而中信证券在这两种模式之外，开辟了

第三条道路。

“中信证券是在中信期货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之外，独立设置大宗商品一级部门，这无疑首开了券商直接参与大宗商品业务的先河。 券商的介入将扩大商品市场的容量，将为处于迷茫期的实力较弱小的

期货业提供创新示范，有助于创新步伐的加速。 但期货公司也将面临券商交叉持牌照的垂直冲击，未来也许有很多期货公司会退出舞台，化身为券商的一个部门。 ”业内专家点评道。

布局：中信证券的大宗商品蓝图

2013年12月3日，中信证券大宗商品业务线作为一级部门在中信证券大厦正式成立。 在国际大投行纷纷剥离大宗商品业务的背景下，它的成立，散发出了些许特殊的意味。

“在成立之初，我们也曾拷问自己：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过去，市场发生分化，老一批玩家JP Morgan、DB、Barclays、Morgan Stanley等纷纷退出大宗商品市场，我们还要开展大宗商品业务吗？ ”裴晓明回顾成

立之初的考量时表示。

在深入剖析了中国大宗商品当前局势之后，看到新一批玩家如BTG、 Macquarie、Mercuria、Rosneft 等逆向进军商品市场后，极具战略眼光的中信证券高层领导豪气万千地拍板决定：中国应该产生国际级

大玩家！

放眼全球，中国是各类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或生产国，贸易覆盖几乎所有类别大宗商品，且近年来，从农产品到工业品，许多产品的进口量与日俱增，对外依存度日益增强。 虽然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

下，商品贸易的增量在下降，但存量却依然稳定巨大。 同时，目前市场体系并不完善，企业对于大宗商品市场的认知和参与不够，其中存在着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巨大市场空间。

“大宗商品关系国计民生，我们对于业务的定位就是‘金融服务实体’，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用金融创新特别是交易创新推动业务发展，未来大宗商品业务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投资而是服务。 ”裴晓明介

绍说，在研究了国际投行发展轨迹以及国内相关经验之后，部门的定位是衍生、电子盘、实货并重的业务发展策略，核心就是为企业、行业服务。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国泰君安证券、中金公司、中银国际证券等证券公司均参与了大宗商品业务，但主要是将其放在固定收益部门（FICC）或销售交易部通过自营交易盈利。而在海外市场，投行的

大多数交易收入也来源于FICC，但目前这一收益正在萎缩。

据研究机构Freeman Consulting研究报告，高盛2013年的FICC和股票交易收入占其投行业务总营收的72%，低于2010年的82%。 摩根士丹利则是占投行业务总营收的70%，远低于2003年时的82%。 但在去

除股票交易的收入后，FICC在交易营收中所占比重正在大幅萎缩。

“许多券商的商品业务是放在FICC下的，但我们认为，商品和债券从客户群体到交易对象到交易方式上，差异很大。而且，国际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商品和外汇四大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商品不是某个

业务种类的概念，而是一个市场的概念。 于是，我们在向领导汇报的时候，便提出一个方案，建议把商品业务当作独立的平台建立起来，深入到大宗商品产业链当中去。 ”裴晓明介绍说。

从拍板到定位到落实，中信证券自上而下的效率高得惊人。 很快，大宗商品业务线作为一级部门在北京朝阳区的中信证券大厦有了独立的办公室，迈开了券商直接进军商品市场的步伐。

落子：贵金属矿石碳交易能源四大业务

部门成立后的半年来时间里，裴晓明深感创业之艰。 “‘在云端’、‘空中飞人’确实是我的现状。 上半年，部门主要任务是把平台、团队搭建好。 我们的优势是金融服务，但现货方面却不甚了解，对于精通金

融又懂得现货贸易的人才十分渴望，但这块人才恰恰是最稀缺的。 这半年来，我们陆续从国际投行、业内知名公司等单位挖来精英人才，万里长征才得以迈出第一步。 ”

2014年7月23日，日照钢铁集团与永安资本、中信寰球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寰球）在日照签订了国内首单铁矿石基差贸易合同，标志铁矿石行业一口价定价模式遭遇挑战，基差定价模式将

逐渐取代其在业内的地位。

中信寰球商贸公司正是中信证券旗下二级子公司，是经向监管部门备案设立的实货业务平台。在首单交易中，日照钢铁与中信寰球签订的基差贸易合同为5000吨铁矿石。基差贸易是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

领域比较普遍的贸易形式，基差定价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期货价格+基差’的方式来对现货定价。 即买卖双方签订购销合同时，暂不确定固定价格，而是按指定交易所的期货价格锁定基差，由买方在装运前选

择某一时点的期货价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

“基差贸易的本质，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在锁定货源的基础上，由买方在一定时间内自主点价。 铁矿石基差贸易合同签约，意味着给企业运用期货工具的传统思维又打开了新的一扇门户。 ”日照钢铁集团董

事长杜双华表示。

今年以来，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一口价的贸易模式导致许多钢铁企业、贸易商在高位接货，而基差定价可以使企业规避一部分价格下跌的风险。

“中信寰球是中信证券在上海自贸区筹备的一个商品贸易平台，这在券商中也是比较领先的，许多商品业务都是在这个平台实现的。除了铁矿石基差贸易之外，我们还在上海清算所做掉期交易，在大商所

做期货交易，并计划参与现货交易所的贸易，将这三大交易方式串联起来，形成现货、场内衍生、场外衍生的互通互补概念。 ”裴晓明介绍说。

除了铁矿石等干散货业务之外，目前，中信证券在摸索中尝试开展了贵金属、航运船舶业务、碳交易等业务，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这四大业务中，贵金属业务由于期现货市场框架

清晰，开展最为顺畅，经过半年筹备已经走上正轨，交易量和收益也逐渐攀升。

其次是船舶业务，主要体现在船舶租赁和航运指数交易上。 “上海清算所有人民币FFA指数交易，但由于市场较新，成交较清淡。 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目前经营较惨淡，船东弃船的事情时有发生；另外，这一

行业已经处于低谷期多年，中国又是船运大国，需求很大、市场很大，我们设想这个行业应该有种方式可以去改善这一现状，于是便参与了人民币FFA交易做市商。 在交易过程中，我们发现金融服务在这个市

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时江苏一家国内船厂因为船东现金流出问题，一艘新船造到一半变成烂尾，于是，我们便通过商贸平台将这艘新船买下并完成后续建造工作，这缓解了船厂的资金压力也给他们腾

出了船坞，然后转租给一个运输公司运营。 这也节省了运输公司买船的成本，每年只要支付一定租金即可，实现了三方共赢。 ”

碳交易也是其业务重心之一。 去年11月28日，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启动，中信证券也参与了第一单交易 。 “国际上参与碳交易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把碳交易业务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交

易捆绑在一起，因为一般说来碳排放的大户企业，也是能源消耗大户，他们在被纳入碳交易体系后，在对煤、油、电、气等能源大宗商品继续有需求的同时，会相应增加对碳资产管理和交易的需求，相应的对碳

资产管理、价格锁定、套期保值、风险对冲以及融资等方面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完整的覆盖煤、油、电、气以及碳资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案。 ”裴晓明说，未来还将密切关注有色金属、能源等市场。

变革：混业时代的大洗牌

“证券公司开展商品OTC业务，发展现代商品投行业务，可以创新性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将满足证券公司业务创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需要。 ”某券商权威人士在近期由大商所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

举办的“证券公司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研讨会上表示。

事实上，除了中信证券外，中金公司等券商也关注到了商品OTC市场的潜力。中金公司高层人士表示，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已基本搭成了全球衍生品通道和平台，以满足这些客户的初级通道需求。“目

前我们的机构客户，如果要想参与衍生品交易，至少全球包括国内四家交易所，国外几乎所有重要的交易所的交易，我们都可以实现。同时，我们也在境外为客户做了许多商品OTC服务，目前想延伸到国内。中

信证券在这块走在行业前列，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券商参与商品业务有利于扩大商品期货容量，价格发现功能更加完善，风险管理的工具运用模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特别是场内期货和以场内期货为标的的场外工具。 而期货公司也面临券商交叉持牌

照的冲击，行业也面临洗牌，未来期货公司并购将更加严重，甚至会演变成券商的一个部门。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表示。

不过，目前期货公司和券商之间合作关系大于竞争，业务存在交叉的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对于中信证券直接试水商品业务似乎并不排斥。

新湖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北新指出，金融机构都有参与各种衍生品市场的动力，而中国目前还是制造业大国，在经济低迷期，实体企业确实存在借助金融工具管

理风险的需求，市场的蛋糕很大，创新的空间也很大，但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还处于创新的摸索期、迷茫期。具有资本实力、资源实力和平台优势的证券公司，直接加入到这个市场，可以为期货子公司

的创新树立榜样，带动期货创新提速，对于期货行业无疑是有利的。 当然，这也将给期货业带来压力，促使我们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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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旱不等于农旱 玉米总体减产有限

□中原期货农产品团队

我们选取安阳滑县、新乡延津、商丘永

城、驻马店西北区域、漯河、南阳各地进行走

访调研，了解玉米生长情况，总结发现，天旱

不等于农旱。

首先，以新乡、安阳、鹤壁为代表的豫北

地区截至目前秋粮作物生长状况良好，对玉

米而言，生长前期不需要过多的水分，适当

的干旱不会影响其优良率，7月30日出现了

50-100ml的降水， 一定程度缓解了7月的

旱情。而豫北地区农田灌溉设施普遍较为良

好，能够保证农作物适时灌溉需求，目前农

户普遍反映浇水次数为两水，与常年同期持

平。 此时豫北玉米多处于抽雄至扬花期，立

秋前后河南地区有望迎来连续降水，利好后

期玉米灌浆。 2013年玉米遭受7月持续20天

高温天气，且连续90天无降水，出现玉米籽

粒较小，后期黄曲霉素超标等现象，而2014

年高温天气持续时间短，浇灌及时消除干旱

负面效应，就目前情况推测，豫北玉米有望

在产量和质量上高于去年。

河南另一片具有代表性的玉米种植区分

布在以驻马店、漯河、南阳为代表的豫南，也是

此次旱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豫南农作物种植的

特点相比豫北较为粗放，农田灌溉设施差于豫

北，大面积玉米种植区域在遭受干旱的情况下

无法引渠灌溉， 出现了大面积玉米枯死现象，

临近河流或水库等有灌溉设施的地块情况较

好，但根部也出现了4-5片黄叶，预计产量将

严重受损，保守估计将下降5成。临近驻马店的

漯河地区情况相似，有灌溉条件的种植区域约

占50%， 截止到8月初本轮降水前已经完成最

少4次浇灌，以保证略等同于正常年份的长势。

以开封、 商丘为主的豫东约占河南玉米

种植面积的1-2成， 情况与豫北较为近似，地

区干旱情况严重于正常年份， 但水利灌溉条

件较好，在管理精细的情况下，该地区玉米产

量可持平于正常年份的均值。

据了解，同属华北产区的山东、河北两

省情况类似于豫北地区， 其中山东旱情较

轻，部分地区甚至不需要人工灌溉即可维持

正常生长， 冀鲁区域种植时间略晚于河南，

目前处于抽雄、吐丝期，即便天气略微干旱

也不会过多影响玉米的生长。

华北地区玉米以淮河为界， 呈现北强南

弱态势。 据河南省农业部门统计数据分析，全

省玉米种植面积约为4600万亩，与去年持平，

以驻马店、 漯河地区为代表的豫南种植面积

约占全省玉米的3-4成， 根据2013年全国玉

米产量数据统计， 河南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9%， 以此推算豫南玉米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3%，若以豫南全面减产50%，对全国而言产量

会下降1.5%，约合300万吨，若豫北及东北产

区略有增产， 则基本可弥补豫南干旱而造成

的减产影响。 从天气形势看，8月8-10日，有

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局部大雨或暴雨，随

之大部分地区旱情将得到缓和或缓解。

总体而言，干旱炒作逐渐消退，新作玉米

减产整体影响有限，旧作玉米短期供应偏大，

国家顺价抛储支撑下的现货维持高位震荡，

但下游成本压力限制消费， 难以支撑价格大

幅上涨， 期货玉米短期继续维持近强远弱态

势， 价格高位适逢国内外玉米继续增产的大

背景下，存在较大风险。 期货盘面看，新季玉

米压力将体现在C1501合约上， 以2013年临

储收购最高限1.13元/斤计算， 合2260元/吨，

加上仓单注册成本、 仓储费用等约合50元/

吨， 后期C1501合约有望向2300元/吨靠近，

干旱前期炒作带来的升水并不能长久维系。

■

高端访谈

中原期货：“天气炒作”将告一段落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官平

中原期货总部地处河南郑州， 对于本次

干旱重灾区———河南的旱情及其对农作物的

影响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据中原期货农产品

团队表示， 干旱相对于全国整体产量影响较

小，考虑到进入8月降水增加，干旱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 秋粮作物立秋后生长时间15天左

右，玉米产量基本一定，天气干旱炒作带来的

上涨也将告一段落， 而目前东北地区玉米长

势良好， 加上全国临储玉米库存压力较大，9

月份新粮上市临近， 玉米价格将逐渐呈现震

荡回落走势。

中国证券报： 河南乃至全国各地干旱

情况如何，对农作物影响如何？

中原期货农产品团队： 受厄尔尼诺现

象影响，中国出现典型的南涝北旱天气。 7

月以来，河南、山东、陕西、内蒙古、山西、新

疆等12个省区遭遇严重干旱， 造成部分地

区水库、河道干涸，人畜饮水困难，局地秋

粮作物已经面临绝收局面。

河南作为全国重要产粮大省，遭遇63年来

最大干旱，其中以平顶山、驻马店、许昌、漯河、

南阳等重点受旱地区旱情较重， 随着水源不断

减少，临时饮水困难人数急剧增加。河南全省平

均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 截至8

月4日，河南全省受旱面积达2714万亩，其中重

旱863万亩，71.1万人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本次干旱刚好跨越秋粮的重要生长期，

受灾地区主要种植秋作物为玉米、 大豆、棉

花、红薯等，其中主要秋粮作物玉米正处于关

键的拔节、抽雄期，夏旱，对玉米又称“卡脖

旱” ，影响抽雄吐丝，对产量影响最大；大豆处

于旁枝形成期和开花期，需水量大，蒸腾系数

大，抗旱能力较弱，开花期受旱叶片萎蔫，光

合作用受抑，造成大量落花。 短期落花落荚可

由其它花荚弥补， 但长期干旱对产量影响很

大。 鼓粒初期是需水高峰，干旱造成落荚或瘪

荚少粒，严重影响大豆产量和质量；棉花处于

开花蕾铃期气温高蒸发量大， 棉株生长旺盛

耗水量也大，抗旱能力下降，干旱可造成蕾铃

脱落。

中国证券报：目前部分地区出现降雨，

对后期旱情和收成有何影响？

中原期货农产品团队：进入8月，旱情较

为严重的河南在人工增雨作业作用下，开始

出现大范围降雨，西部方城县的个别乡镇降

雨量超过50毫米，全省其他地区降雨量普遍

在10毫米以下，平顶山降雨7.3毫米，对缓解

旱情有一定帮助，但总体作用有限。

根据我们对河南省及其周边省市实地

和电话调研得到结果显示，豫北地区灌溉条

件好，旱情整体影响有限，本轮降水对即将

进入灌浆期的玉米和作物更是锦上添花。对

于中部和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一些灌溉条件

不好的地区， 作物出现不同程度的叶子枯

萎，玉米颗粒缺失，突尖现象明显，如果本轮

降水及时，能够保证往年50%的收成，而对

于西部地区和西南部分地区，主要分布在平

顶山、驻马店、漯河、南阳北部，水源减少严

重，加上灌溉设施不完善，严重受旱地块玉

米田有的雄穗干枯，雌穗没有发育，花期严

重不遇，有的已经干枯，多数严重萎蔫，即使

降水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减产和绝收事实。

中国证券报： 农产品的减产预期如何，

就玉米而言，品质是否受到影响？

中原期货农产品团队： 预计2014年河

南玉米种植面积为4600万亩左右， 按照上

述三种情况各占三分之一计算， 根据2013

年全国玉米产量数据统计，河南省产量占全

国产量的9%， 以此推算豫南玉米产量占全

国产量的3%，若以豫南全面减产50%，对全

国而言产量会下降1.5%， 约合300万吨，相

对于全国整体产量影响较小。但是对于产量

和品质相对稍差的豫南地区的玉米，今年的

产量将出现大幅下滑， 保守估计3-4成，而

品质由于关键生长期水分缺失，会造成玉米

淀粉含量较低，整体达不到饲料级别需求。

中国证券报： 旱情对期货价格有何影

响，对未来走势怎么看？

中原期货农产品团队：受全国干旱影响

2014年新作玉米和大豆产量， 玉米期货

1501从7月初的2300元/吨上涨至2400元/

吨，上涨100元/吨，涨幅4.34%，而处于秋黄

不接时期的玉米1409合约从7月初的2400

元/吨上涨至7月末的2560元/吨高位，一个

月上涨160元/吨，涨幅6.7%，突破2012年高

点，但随着8月份干旱区连续迎来降水，玉米

价格开始回落，截至8月8日，1409最低达到

2501元/吨，1501最低到2371元/吨，资金炒

作短期供需紧张和干旱影响造成玉米短时

间上涨，但考虑到进入8月降水增加，干旱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秋粮作物立秋后生长时间

15天左右，玉米产量基本一定，天气干旱炒

作带来的上涨也将告一段落，而目前东北地

区玉米长势良好，加上全国临储玉米库存压

力较大，9月份新粮上市临近，玉米价格将逐

渐呈现震荡回落走势。

旱灾有限 全年增收不改

就在河南省出现旱情之际，其他省份的旱情

也开始滋生并且蔓延。 6-7月，华北大部、黄淮大

部、江淮、江汉大部及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等

地降水普遍偏少2-5成，气温偏高，旱情发展快。

据农业部8月4日农情调度，全国受旱面积6420多

万亩，其中重旱1700万亩。 旱情最重的河南省受

旱面积2580多万亩，重旱面积730多万亩。

国金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此次旱情，三

大主粮品种当中， 玉米影响最大。 三大主粮当

中，玉米处于喇叭口期，水稻处于孕穗期；同时，

主要重旱区河南， 玉米占全国年产量8.5%，小

麦占26.25%，稻谷占全国产量的2.41%。

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证券报记者奔赴河南

调研的当日，空气中便弥漫颇为浓烈的雨意，似

乎随时能宣泄而下。而此后几日，大雨果然如期

而至，但雨势中等偏下，时断时续。

“这场雨的作用，受旱玉米好的更好，坏的

能少减产，整体上只能轻微缓解旱情。 ” 河南省

驻马店市农业局副调研员朱红文拿出手机上气

象局发布的天气预警短信给记者展示，8月5日

至7日，驻马店普降小雨，平均降雨量16毫米，

此次降雨范围广，雨量分布不均，其中降雨量较

大的汝南县23毫米、平舆48毫米、正阳县59毫

米，旱情基本解除，其它县区也出现了10毫米

以下的降雨量，有效缓解了旱情。

本报记者调研了解到， 干旱天气尚难改变

全年粮食增收或至少持平的局面。 国金证券指

出，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区域性粮食产量受影

响，但全国粮食丰收仍然是大概率事件：此次受

旱面积主要在于局部特别突出， 重旱区可能会

面临减产，但从全国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旱

情并不严重。

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以来， 有两

次受灾面积达到4.4亿亩 （同年粮食产量增幅

均低于1%，其余年份增幅平均3.64%），最低的

2012年也有1.4亿亩，据公开资料显示，到目前

为止，全国农作物受旱情况是好于去年的；考虑

到河南省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49%， 为全国产

粮第一大省， 持续重旱将会对秋粮丰收带来一

定的干扰，不过陆续的降雨，对郑州以北的平原

地区的干旱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 且重旱面

积占比整体并不大。另外，从夏粮方面来看（约

占全年1/4）， 上半年产量达到2731.9亿斤，同

比增长3.6%，增长非常理想。

市场人士表示，此次旱情的发生，从气象上

看，人们易将其与厄尔尼诺现象关联起来，由此

引发了玉米期货的大幅上涨。国金证券认为，异

常天气带来的投资机会是农业板块的主旋律之

一，干旱事件的发酵将会引发两方面的机会。第

一，关于减产预期带来的价格提升预期，但由于

我们对丰收的信心仍然较足，因此，仅作主题性

机会打包推荐种植业相关个股；第二，关于抗旱

途径，推荐在农业抗旱增收方面，有很好推广价

值的节水增产型设备生产公司。

农田水利是粮食安全的保障。 今年全国两

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家要集中力量

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水

利投资700多亿元，支持引水调水、骨干水源、

江河湖泊治理、高效节水灌溉等重点项目。各地

要加强中小型水利项目建设，解决好用水“最

后一公里”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也透露，国家

在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投入大， 但对地方中小型

水利项目建设方面投入较小，而用水“最后一

公里” 问题在地方则普遍存在，也严重影响粮

食丰收和农民增收，同样也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不再“望天收” 疏通“最后一公里”是关键

□本报记者 官平 王朱莹

水库水位下降甚至干涸，打井不见水，河道径流减少，玉米地一片萎蔫……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初在河南驻马

店地区调研所见景象。

正值秋粮生长季节，7月以来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令粮食大省河南成为关注焦点。 据河南省民政厅报告，截至8月7

日9时农作物受灾面积1580.4千公顷，其中绝收74.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0.1亿元。

除了河南所处旱涝频繁的自然环境外，农作物绝收背后还有什么原因？本报记者调研发现，豫北地区虽干旱严重，

但因灌溉条件较好，多数县市玉米生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而豫南地区农业灌溉条件差，沟塘渠堰堵塞淤积严重，农田

灌溉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不足，造成一些地区连年旱连

年灾，粮食生产只能“望天收” 。

水库咫尺之遥 部分玉米地绝收

“我家玉米就种在水库边，也浇不上水，五

六亩地差不多绝收了。 ” 一位姓张的农民在板

桥水库边的小卖部对本报记者说，由于他家玉

米地处在水库上游，离水渠较远，而抽水成本太

高，所以干脆放弃灌溉了。

离板桥水库几公里远的驿城区沙河店镇大

路陈村也同样如此。 从路的两旁看去，玉米地

是绿油油一片，但走至近处可发现，玉米秆根部

第一至四叶早已泛黄，根茎细小易折，地下的土

壤久旱缺水因而固化成块，当地玉米已进入灌

浆期，但生长出的玉米干瘪少粒。

60多岁的老农陈大爷说， 他只种了1亩多

地的玉米，还种了一些花生，由于村里的田离水

渠远，又没有打井灌溉，受旱比较严重，如果再

不下雨今年就只能白种了，而即便下雨亩产也

要减半。

“村里面没有打井，打井要钱，一家一户也

不划算。 ” 陈大爷说，村里面都是老年人和儿

童，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很多晚辈嘱咐

家中长辈不要在高温时去灌溉。

本报记者向西北平顶山方向行进， 玉米地

的受灾情况愈加严重。沿途水渠干涸，玉米地里

因为严重干旱已经大片倒伏， 大部分玉米秆不

出穗不长粒，长粒的也是干瘪量寡，有些长粒的

玉米棒子甚至发生了虫害。

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秋

粮（玉米为主）占全年粮食产量的近半。数据显

示，2013年河南秋粮总产量为495.70亿斤，其

中，玉米总产量为359.30亿斤。

“夏粮（小麦）一般在6月5日前收割完，秋

粮在6月中旬播种，前期（7月15日前）墒情不

错， 玉米长势还可以， 到了月底就干得厉害

了。 ” 驻马店市水务局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主

任耿夕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耿夕林介绍说， 一般7月、8月是驻马店地

区主汛期， 而今年7月份驻马店全市降水不足

50毫米， 以往则在500毫米左右，“秋作物特别

是玉米， 在8月初正是拔节抽雄对水肥需求大

的时候， 这时候出现大的干旱对农作物生产影

响尤其大” 。

玉米抽雄前后是玉米一生中水分需求最大

的时期， 也是玉米一生中对干旱反应最敏感的

时期。干旱将严重影响玉米的生长和正常受粉，

通常此期的干旱也被称为“卡脖子旱” ，对玉米

的产量影响很大，严重的可导致绝收。

旱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据耿夕林了解，7月

底驻马店市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为500万亩，

而截至8月5日， 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到800

万亩，占秋粮种植总面积的70%左右，有近100

万亩农田为重度干旱（对农作物来说，意味着

减产90%以上）。

灾情南重北轻 “灌溉是关键”

耿夕林告诉本报记者，河南全省地形呈西高

东低之势，西部多丘陵，东部为辽阔的黄淮平原，

雨水快速由西往东汇聚，导致豫南地区东部易出

现洪涝灾害，往年也多是豫北干旱、豫南洪涝。

以往是未雨绸缪，现在是临渴挖井。 耿夕

林说，驻马店地区有不少水库，但多为防洪用，

由于东部地区地势低洼，宿鸭湖水库目前仅有

2亿立方水，水深只有1米左右，很少的水用于

灌溉，西部地区虽也有水库，但由于支渠、小渠

不发达，淤积严重，干渠的水到不了农田。

“如果农民自己挖井又划不来， 一家一户就

几亩田，而挖一口深100米的井（可灌溉50亩地）

需要10万元以上。 ”耿夕林说，年辰好的时候，玉

米亩产1000斤，除去生产资料成本400元，以每斤

1元估算，5亩地一年才赚3000元， 这也就造成了

上蔡县以及驻马店以西的一些岗岭地受旱严重，

一些农民放弃玉米地，也不愿意去找法子灌溉。

相比来看，豫北地区虽然也遭遇了干旱，玉

米生长却比较正常，甚至有增产可能。 8月6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豫北地区的新乡市延津县看

到，绿油油的玉米地矗立在公路两旁，玉米秆已

经超过成年人的高度（目测在2米至2.2米），由

于当地7月30日的强降雨， 土壤仍有湿湿的感

觉，拿在手里并不容易散，玉米叶也并未受到干

旱影响而枯黄，剥开玉米穗，颗粒也比较完全。

延津县是中国农业大县， 被称为中国小麦

第一县。 延津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兼新乡市惠

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海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目前当地种植的玉米正处抽雄吐丝

期，是使用灌溉、穗肥追肥的关键时期，接下来

的灌浆期更需要充足水分使得颗粒饱满。

李振海表示，延津以及豫北其他地区，今年

旱情并不如去年严重（去年7月20日至10月30

日持续超高温、不降雨），数日前强降雨更加缓

解了旱情，另外由于豫北地区灌溉（主要为提

灌、井灌）条件好，玉米种植为精根细作，今年

玉米品质要好于去年，产量有可能与去年持平，

甚至超过去年。

李振海认为， 在玉米生长初期遇到干旱是

好事，在抽雄过后的灌浆期在需要大量水分，且

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 夏季

持续高温天气并没有去年那么久， 因此对豫北

地区产量影响较小。

他指出，由于豫南地区灌溉条件相对较差，

不少地方农作物种植“望天收” ，在这次干旱中

影响可能较严重，但豫北地区玉米单产高，质量

更优，种植面积在全省占30%至40%，两者增减

对冲，预计对河南整体秋收玉米产量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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