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番茄加工产业困境突围三重奏

本报记者 周浙玲 李香才

经过两年限产保价，国内番茄酱行业已经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在最新的限产保价政策升级版———“精算”策略的保障下，未来番茄酱价格甚至将摆脱周期性波动，维持在行业成本线之上。

不过，业内龙头企业仍面临危机：因限产保价，产能大幅闲置，固定成本上升；小厂搭便车行为盛行，引起原料抢夺战，可变成本进一步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疆加工番茄产业往何处去？ 他们要突围的是经典的“囚徒困境”，还是中国农业普遍面临的“小农困境”，抑或是新疆加工番茄产业特有的“番茄困境”？

“囚徒困境”突围

仅以2012年北疆番茄种植大区昌吉州为例，全州年销售能力在500万元以上的番茄加工企业就有19家，日处理能力三五百吨的加工厂更是随处可见，这些规模较小企业的经营形式灵活，既不用签订订单去顾虑原料的种植品质，也无需去理会所谓的行业规则，在番茄酱市场行情较好而原料欠收的时候就纷纷抬高价格抢购原料，在番茄酱市场行情低迷而原料丰产时又停业暂时调整，等待“有利时机”。

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及新疆加工番茄产业当前面临的困惑时，任军，这位曾帮疆内一家制酱企业在业务上牵线搭桥的私募基金经理第一个点名行业的“无序竞争”。

任军给我们举的昌吉州制酱行业的小故事只包含了无序竞争的第一个含义：原料收购无序。 事实上，任军认为无序竞争最重要的含义是对外销售无序，而这个“无序”对行业中的企业是致命的，因为它直接拉低了国际番茄酱报价。

2009年开始，国际番茄酱市场进入供大于求、去库存阶段。 国际番茄酱市场价格一路下滑、持续低迷，徘徊在700 - 800美元 /吨，最低降至600美元 /吨，国内制酱企业全面亏损，行业前景堪忧。

恶劣的生存环境促使行业自救求生，自2011年底开始，国内最大的番茄酱生产企业中粮屯河联合国内第二大番茄酱生产企业新中基及疆内其他企业进行限产保价。 经济学理论上著名的“囚徒困境”，在加工番茄产业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限产保价甚至并非国内独有。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掌握的资料，全球排名第一的番茄制品国美国，2011年也发起了限产行动。

联合限产保价取得了显著成效。 天津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国际番茄酱价格从2013年5月的926.46美元 /吨上涨到2014年5月的1134.82美元 /吨，这已经接近最近一个历史高峰2008年的1200美元/吨。

如今，限产保价有了最新的升级版本：精算。 对于精算，中粮屯河董秘蒋学工给中国证券报记者做了深入解释，即每年番茄榨季结束后，公司番茄事业部将对来年世界另外两大番茄产地的产量和全球的消费量进行测算，同时了解农民的种植意愿，在此基础上联合新中基拟定来年的番茄种植面积、订单价格和自种面积。 精算的含义不言自明，使中国加工番茄产量始终保持供略小于求的状态。

精算是基于最新的行业现状做出的理性选择。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相关人士介绍，当前全球番茄制品版图虽然仍是美国加州、地中海地区及中国“三足鼎立”，但事实上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近年来美国加州地区番茄种植技术大幅改进，亩产从2006年的6吨提高至8-9吨，在种植面积没有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当地加工番茄产量由2008年的1050万吨上升为今年的1270万吨，北美地区番茄酱的供应量已经超过了需求量。 而众所周知，上述全球三大产区中，中国是典型的“生产大国、消费小国”，90%的番茄酱用于出口；地中海地区不仅自身产量大，且大量进口中国、美国原料，加工分装后出口到欧盟、非洲、中东等地；北美市场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进出口量均很小。 因此，北美地区供需失衡最先受到冲击的必然是中国加工番茄产业。

全球番茄制品版图的微妙变化意味着什么？ 新疆轻工行办一名工作人员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中国加工番茄企业原来在限定产量时只需测算地中海地区的需求缺口，如今还需要测算美国加州地区的供给余额，即测算要素从一个增加至两个，难度大大增加；其次，由于国内番茄酱竞争力不如美国加州地区，从某种程度上看，北美地区的供给盈余直接降低了国际市场对国内番茄酱的需求量，限产压力增加。

然而，预测难度增加、限产压力增大都不是多大的事，疆内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高管如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国内加工番茄行业真正的挑战是限产保价联盟本身就不稳定。 番茄酱价格维持上扬态势后，原料抢购战将升级为常态，加上限产使得产能大幅闲置，龙头企业成本上升；同时，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小厂搭便车行为极易发生。 事实证明，诸多因素正在动摇本来就不十分牢固的限产保价联盟。

“小农困境”突围

“这简直是一场革命！ （中粮屯河）北疆种植区亩产9吨，南疆种植区亩产9.5吨，全疆平均亩产7.5吨，当时把我都吓了一跳。 ”中粮屯河董秘蒋学工这样描述他在今年番茄成熟期考察种植基地时的所见所闻，“要知道，此前全疆平均亩产只有3.5吨。 ”

亩产翻番的背后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种子、土地整修、起垄、育苗移栽、水、肥、农药、种植模式、种植方法、采摘等等，中粮屯河董事长夏令和把这个系统工程定义为“农业”，且位居农业企业必须关注的四大环节之首。

“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都比国外高，不光是番茄酱，大米、小麦、棉花、糖、大豆都是如此。 ”夏令和对此忧心忡忡，千百年来中国农业一直都是小农分散种植，且农民只拥有承包经营权，根本不敢对土地做长期规划。 而在国外，一个农场种几万亩地很常见，农场经营权在祖祖辈辈间代代交接，技术得到了充分积累和延续；同时，由于土地私有化，农场主愿意在土地、技术上进行大量投资。

作为大农业里的一个子行业，加工番茄种植产业自然也是深陷“小农困境”。 新中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小农种植模式使得原料品质不一。 番茄品种较为单一，退化严重，栽培模式落后，一些番茄原料中水溶性固形物和红色素含量下降，单产不高，品质优势逐步丧失。 同时，正是小农种植模式容易导致原料收购的无序竞争，加剧番茄原料品质滑坡，企业平均原料消耗大幅增长。

事实上，小农种植模式是当前农业无法在短期内扭转的国情。 为了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国内加工番茄产业选择了“订单农业”。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开始，中粮屯河以全产业链为依托，积极开展“订单农业”，促进农民结成合作社，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在“订单农业”模式中，中粮屯河扮演了服务者、收购者、生产组织者的角色，通过“公司+农户+基地”、“公司+合作机采大户”等多种灵活的模式，有效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同时，由于对原料的依存度较高，“订单农业”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料质量提供了保障。 昌吉州一跟中粮屯河签约的番茄种植农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会考虑不同品种的内在品质及其稳定性、持续性，根据农户土地的情况推荐种子，并在种植过程中，为农民提供科学播种、科学栽培、科学指导等全方位服务。

不过，“订单农业”在保障原料质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每到采收季，新疆几大番茄制酱企业便会开始一场原料抢夺战。 本来属于一家企业的订单，有可能会被别的企业高价抢走。

“这是个两难问题。 ”夏令和认为，“目前的纷争，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 但作为企业来说，我要思考我的农业模式，我们来年能不能再多租一些地？ 如果还要跟农民签合同，我们是不是可以只跟大户签，或比如只跟兵团这个层级的签，不是以前那种挨家挨户的签？ ”

疆内专家的建议跟夏令和想的如出一辙，他们认为，企业可多发展自种农业，这样可以避免农民违约，又可保障产品品质。 实力较强的企业要走差异化经营路线，与高端客户合作，从而拉开经营价位。 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加强研发，解决番茄生长周期短、成熟太集中的问题，减少企业与农户之间违约的情况发生。

不过，夏令和坚信农民和企业之间是可以实现真正共赢的，而且只有实现真正的共赢的模式才是持久科学的模式。

“也许，中国农业很快就会有转机。 ”新疆昌吉州农业局局长贾文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为了做好土地流转工作，各市县成立了土地流转交易中心。 土地流转后，规模化经营，风险可控，从源头上保证了番茄等农产品的品质。 全州从未出现过番茄农残超标案例。 番茄产业是昌吉州一项重要的产业，目前昌吉州每年种植番茄达20万亩。 中粮屯河在昌吉州便有生产和加工基地。

中粮屯河公司顾问周永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土地流转之后，农业有望形成规模化经营，企业才愿意加大对土地的长期投入，比如改良土壤，才能更好地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机械化。 只有这样，成本才能降低，农业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 土地流转之后，大规模农场就有可能形成。 大的番茄农场主收益远高于一般农民，前者亩产能到7－9吨，后者只有4－5吨。 ”

“番茄困境”突围

夏令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种植、加工、物流、销售四个方面，每一个都很重要，但对新疆的农业公司来说，物流和销售的问题更加突出———出不去，费用高；销售则是疆内农牧业企业共同的短板。

物流和销售，可谓新疆加工番茄产业的两大特殊“困境”。 据了解，新疆的番茄酱主要是出口，番茄酱出口属大宗商品，所以在出口过程中对铁路运输依赖性很强。 但是由于新疆运力紧张，却给番茄酱的向外运输带来困难。

2010年，内地棉纺企业原材料供求紧缺。 为了响应国家平抑市场价格的举措，乌鲁木齐铁路局全力以赴组织棉花外运，保证了每日不少于300车的运量。 在保障内地运量的同时，却给中亚方向的外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2010年4月底开始，发往中亚的番茄酱及部分农产品运输出现不同程度的滞留现象。 时值番茄酱出口旺季，出口形势好坏直接关系到7月底番茄酱生产企业的再生产，几家出口企业集体向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停滞了1个月后，出口中亚及俄罗斯地区的番茄酱在乌鲁木齐部分货场终于恢复运输。 虽然发往中亚国家的番茄酱出口还未完全通畅，但是中亚客商一直在催货，为了在恢复正常后争取尽快出口，还是有公司决定先把货拉到货场。

新疆的运输问题，也给从新疆进口番茄酱的客户带来困扰。 蒋学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新疆有限的铁路运力资源，不能满足疆内货物正常出疆销售，使新疆番茄加工商每年生产的番茄制品不能按签订合同要求按期发运出疆，南疆片区尤为突出，制约新疆番茄产业的发展。 阿拉山口也时常出现停装问题，使新疆番茄制品不能按时到达俄罗斯及中亚客户工厂，造成客户不能按计划生产。 ”

除了物流，新疆加工番茄产业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销售。 这个销售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拓展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是改变目前制酱企业普遍以出口低附加值、低加工程度的原料酱为主的格局。

冠农股份一名工作人员承认，番茄酱国内销售基数偏小，这是一个现实，因为中国的饮食文化背景，对食品的成品消费和国际上有很大差别。 但是，近些年这个文化有很大改变，最近我们做了很多市场研究，还是很鼓舞人心的，最近三年国内的番茄制品的消费增长年均超过千分之十五，这个比重是很大的，说明未来的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在提升产品附加值方面，以中粮屯河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也在不停尝试。 夏令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番茄事业部里有个番茄制品部，主要涉及的产品包括番茄丁、番茄沙司、番茄饮料、番茄火锅底料等。 销售方面，中粮屯河已经和蒙牛有过几次接触，如果蒙牛真的成为一个总经销，销量将打开，夏令和已经开始担心公司产能难以跟上。

蒋学工透露，公司将持续推进以销定产、季产年销策略。 进一步优化市场、客户结构，将目标市场调整为周边区域和国内市场；国内贸易开拓高端客户及下游市场的销量，重点发展与国内分装商的合作；国外贸易侧重向地理位置近、对产品差异化、服务要求高的周边市场发展。

而对于目前疆内加工番茄企业面临的物流困境，几乎所有受访的业内人士都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有助于提升新疆的运力。 2013年，国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

跨境铁路、公路建设，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 在今年的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就曾指出，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未来将重点加快跨境铁路、公路的规划建设。 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胜强表示，中国海关将继续支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关键节点和中心城市打造对外开放平台，推动新疆等沿边地区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 新疆将以交通大通道和枢纽建设为重点，推进互联互通，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及兄弟省区市密切合作，构建畅通新疆与内地，联通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非洲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中粮屯河董秘蒋学工表示，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完成，公司销售到欧洲和俄罗斯市场的番茄制品可以通过欧亚大陆桥出运，将很大程度上缓解番茄物流方面压力，同时也给公司番茄业务降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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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困境”突围

夏令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种植、

加工、物流、销售四个方面，每一个都很

重要，但对新疆的农业公司来说，物流

和销售的问题更加突出———出不去，费

用高；销售则是疆内农牧业企业共同的

短板。

物流和销售，可谓新疆加工番茄产业

的两大特殊“困境” 。据了解，新疆的番茄

酱主要是出口， 番茄酱出口属大宗商品，

所以在出口过程中对铁路运输依赖性很

强。 但是由于新疆运力紧张，却给番茄酱

的向外运输带来困难。

2010年， 内地棉纺企业原材料供求

紧缺。 为了响应国家平抑市场价格的举

措，乌鲁木齐铁路局全力以赴组织棉花外

运，保证了每日不少于300车的运量。在保

障内地运量的同时，却给中亚方向的外运

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2010年4月底开

始，发往中亚的番茄酱及部分农产品运输

出现不同程度的滞留现象。时值番茄酱出

口旺季， 出口形势好坏直接关系到7月底

番茄酱生产企业的再生产，几家出口企业

集体向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停滞了1个月

后，出口中亚及俄罗斯地区的番茄酱在乌

鲁木齐部分货场终于恢复运输。虽然发往

中亚国家的番茄酱出口还未完全通畅，但

是中亚客商一直在催货，为了在恢复正常

后争取尽快出口，还是有公司决定先把货

拉到货场。

新疆的运输问题， 也给从新疆进口

番茄酱的客户带来困扰。 蒋学工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新疆有限的铁路运

力资源，不能满足疆内货物正常出疆销

售，使新疆番茄加工商每年生产的番茄

制品不能按签订合同要求按期发运出

疆，南疆片区尤为突出，制约新疆番茄

产业的发展。 阿拉山口也时常出现停装

问题，使新疆番茄制品不能按时到达俄

罗斯及中亚客户工厂，造成客户不能按

计划生产。 ”

除了物流，新疆加工番茄产业面临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销售。这个销售包括两层

含义，一方面是拓展国内市场，另一方面

是改变目前制酱企业普遍以出口低附加

值、低加工程度的原料酱为主的格局。

冠农股份一名工作人员承认，番茄酱

国内销售基数偏小，这是一个现实，因为

中国的饮食文化背景，对食品的成品消费

和国际上有很大差别。 但是，近些年这个

文化有很大改变，最近我们做了很多市场

研究，还是很鼓舞人心的，最近三年国内

的番茄制品的消费增长年均超过千分之

十五，这个比重是很大的，说明未来的市

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在提升产品附加值方面，以中粮屯河

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也在不停尝试。夏令和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番茄事业部里有个番茄制品部，主要涉及

的产品包括番茄丁、番茄沙司、番茄饮料、

番茄火锅底料等。 销售方面，中粮屯河已

经和蒙牛有过几次接触，如果蒙牛真的成

为一个总经销，销量将打开，夏令和已经

开始担心公司产能难以跟上。

蒋学工透露， 公司将持续推进以销

定产、季产年销策略。 进一步优化市场、

客户结构， 将目标市场调整为周边区域

和国内市场； 国内贸易开拓高端客户及

下游市场的销量， 重点发展与国内分装

商的合作；国外贸易侧重向地理位置近、

对产品差异化、 服务要求高的周边市场

发展。

而对于目前疆内加工番茄企业面临

的物流困境，几乎所有受访的业内人士都

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有助于提升

新疆的运力。 2013年，国家提出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西

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大

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 包括西北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

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

跨境铁路、公路建设，是构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在今年的中国-亚

欧博览会期间，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

就曾指出， 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是构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 未来将重点

加快跨境铁路、公路的规划建设。 国家口

岸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胜强表示， 中国海

关将继续支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关

键节点和中心城市打造对外开放平台，

推动新疆等沿边地区与沿线国家合作建

设跨境经济合作区。 新疆将以交通大通

道和枢纽建设为重点，推进互联互通，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及兄弟省区市

密切合作，构建畅通新疆与内地，联通中

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非洲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

中粮屯河董秘蒋学工表示， 如果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完成， 公司销售到欧

洲和俄罗斯市场的番茄制品可以通过欧

亚大陆桥出运， 将很大程度上缓解番茄

物流方面压力， 同时也给公司番茄业务

降低费用。

■ 记者手记

朝阳产业困惑

□本报记者 周浙玲 李香才

中粮屯河番茄事业部北疆区总经

理韩启新坚持把加工番茄产业定位为

“朝阳产业”。

没有国际定价话语权、 限产保价

后利润被锁定、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后

端高附加值产品市场拓展仍处于起步

阶段， 这样的产业怎么可以被定位成

朝阳产业呢？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此满

是疑惑。

退一步来看， 即使上述问题都不是

问题， 在中国农业千百年来以小农分散

种植为主的现实面前， 任何一个农业子

行业的产业化道路都是步履维艰。 更何

况，农业的最终归途是餐桌，事关千家万

户的健康与安全，着实是一个“操心”的

行业。

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的疑惑， 韩启

新笑着说， 无论是前端农业种植模式搭

建，还是后端跟国际市场接轨，番茄产业

是目前国内农业中产业化做得最好的子

行业之一。不用跟别人比，比比我们中粮

屯河自己的甜菜糖，“甜菜要走上番茄的

路子，还需要很长时间呢！ ”

据不完全考证，番茄产业是迄今为

止新疆唯一一个将企业发展战略上升

为全疆发展战略的项目。 这个“唯一”很

容易理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病

虫害少，果实质量好，特别适合做番茄

酱，加上土地广袤，劳动力资源丰富，新

疆无疑是国内最优良的加工番茄种植

基地。

资源整合下， 番茄这一新疆的资源

优势成功地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

一个曾参与屯河收购番茄酱产业的老人

带着我们一起将时光推回到十五年前：

在那个时代， 屯河用一年多的时间以低

成本收购了新疆原有十几家番茄酱厂，

生产能力迅速达到亚洲第一； 随后收购

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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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经营资历的美国番茄酱销

售商新瑞公司和意大利甘多弗公司，并

与世界知名食品品牌亨氏建立合作关

系，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但是，当国际番茄酱价格受供求影

响而萎靡不振时，作为行业龙头，中粮

屯河于

2011

年底不得不联手新中基及

疆内其他制酱企业限产保价。国内番茄

酱生产企业的辛酸和无奈也让人感慨

良多。

以规模化保障质量

目前，中国的番茄酱产品得到了国际

市场的认可，特别是得到了高端客户的认

可。 中粮屯河原总经理覃业龙介绍，高端

客户的要求很严，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出口

的标准，对有一些原料的指标是零忍让的

程度，像亨氏就不要有任何含有农残的农

产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小农经济

依然占农业基础的主体，农产品质量控制起

来还是有相当难度。 覃业龙表示，小农经济

或者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种植模式和管

理模式，是现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一个主

要根源。 小农经济模式下，所有的关于农业

的技术投入、应用以及产业的提升都受到一

定程度限制。 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扩大规

模，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吸引投资者，提高种

植的水平，提高科技的含量，从而保证农产

品的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食品安全

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只有全产业链各环节

严格把关，才能做到万无一失。但这对单个企

业来说意味着高成本。面对这种困境，应该对

愿意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出努力的公司进行鼓

励，通过示范效应，让社会和公司都明白做这

些都是有经济效益的。

要建立真正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系

统， 需要把进货—批发—零售三个环节都纳

入到食品溯源系统中。

我国农业初级产品加工非常分散，要纳

入到食品溯源体系中，需要建立比较庞大的

体系，只有建立覆盖范围广、产业链全覆盖

的系统， 才能降低参与企业的使用成本，进

而降低消费者承担的成本，真正在全国范围

推广。

现阶段主要模式是，食品溯源系统开发

商以政府部门（如地方工商、税务、食品、药

品监督部门等）为客户，提供一套覆盖生产-

流通-消费环节的溯源系统。 未来随着广泛

的食品溯源系统建设完成， 系统提供商可以

基于庞大的用户数、 巨额的交易量及便捷的

移动通信技术手段实现多种盈利模式， 市场

空间将成倍扩大。（李香才 周浙玲）

新疆番茄加工产业困境突围三重奏

□本报记者 周浙玲 李香才

“囚徒困境”突围

仅以2012年北疆番茄种植大区昌吉州为例，全州年

销售能力在500万元以上的番茄加工企业就有19家，日

处理能力三五百吨的加工厂更是随处可见，这些规模较

小企业的经营形式灵活，既不用签订订单去顾虑原料的

种植品质，也无需去理会所谓的行业规则，在番茄酱市

场行情较好而原料欠收的时候就纷纷抬高价格抢购原

料，在番茄酱市场行情低迷而原料丰产时又停业暂时调

整，等待“有利时机” 。

当中国证券报记者问及新疆加工番茄产业当前面

临的困惑时，任军，这位曾帮疆内一家制酱企业在业务

上牵线搭桥的私募基金经理第一个点名行业的“无序竞

争” 。

任军给我们举的昌吉州制酱行业的小故事只包含

了无序竞争的第一个含义：原料收购无序。 事实上，任军

认为无序竞争最重要的含义是对外销售无序， 而这个

“无序” 对行业中的企业是致命的，因为它直接拉低了

国际番茄酱报价。

2009年开始，国际番茄酱市场进入供大于求、去库

存阶段。 国际番茄酱市场价格一路下滑、持续低迷，徘徊

在700� -� 800美元/吨，最低降至600美元/吨，国内制酱

企业全面亏损，行业前景堪忧。

恶劣的生存环境促使行业自救求生，自2011年底开

始，国内最大的番茄酱生产企业中粮屯河联合国内第二

大番茄酱生产企业新中基及疆内其他企业进行限产保

价。 经济学理论上著名的“囚徒困境” ，在加工番茄产业

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限产保价甚至并非国内独有。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掌

握的资料， 全球排名第一的番茄制品国美国，2011年也

发起了限产行动。

联合限产保价取得了显著成效。 天津海关提供的数

据显示，国际番茄酱价格从2013年5月的926.46美元/吨

上涨到2014年5月的1134.82美元/吨， 这已经接近最近

一个历史高峰2008年的1200美元/吨。

如今，限产保价有了最新的升级版本：精算。 对于精

算，中粮屯河董秘蒋学工给中国证券报记者做了深入解

释，即每年番茄榨季结束后，公司番茄事业部将对来年

世界另外两大番茄产地的产量和全球的消费量进行测

算，同时了解农民的种植意愿，在此基础上联合新中基

拟定来年的番茄种植面积、订单价格和自种面积。 精算

的含义不言自明，使中国加工番茄产量始终保持供略小

于求的状态。

精算是基于最新的行业现状做出的理性选择。 中

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相关人士介绍， 当前全球番茄

制品版图虽然仍是美国加州、地中海地区及中国“三足

鼎立” ，但事实上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近年来

美国加州地区番茄种植技术大幅改进， 亩产从2006年

的6吨提高至8-9吨， 在种植面积没有明显变化的背景

下， 当地加工番茄产量由2008年的1050万吨上升为今

年的1270万吨， 北美地区番茄酱的供应量已经超过了

需求量。 而众所周知，上述全球三大产区中，中国是典

型的“生产大国、消费小国” ，90%的番茄酱用于出口；

地中海地区不仅自身产量大，且大量进口中国、美国原

料，加工分装后出口到欧盟、非洲、中东等地；北美市场

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进出口量均很小。 因此，

北美地区供需失衡最先受到冲击的必然是中国加工番

茄产业。

全球番茄制品版图的微妙变化意味着什么？ 新疆轻

工行办一名工作人员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

先，中国加工番茄企业原来在限定产量时只需测算地中

海地区的需求缺口，如今还需要测算美国加州地区的供

给余额，即测算要素从一个增加至两个，难度大大增加；

其次，由于国内番茄酱竞争力不如美国加州地区，从某

种程度上看，北美地区的供给盈余直接降低了国际市场

对国内番茄酱的需求量，限产压力增加。

然而，预测难度增加、限产压力增大都不是多大的

事，疆内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高管如此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国内加工番茄行业真正的挑战是限产保价联

盟本身就不稳定。 番茄酱价格维持上扬态势后，原料抢

购战将升级为常态，加上限产使得产能大幅闲置，龙头

企业成本上升；同时，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小厂搭便车

行为极易发生。 事实证明，诸多因素正在动摇本来就不

十分牢固的限产保价联盟。

“小农困境”突围

“这简直是一场革命！ （中粮屯河）

北疆种植区亩产9吨，南疆种植区亩产9.5

吨，全疆平均亩产7.5吨，当时把我都吓了

一跳。 ” 中粮屯河董秘蒋学工这样描述他

在今年番茄成熟期考察种植基地时的所

见所闻，“要知道， 此前全疆平均亩产只

有3.5吨。 ”

亩产翻番的背后是一个系统工程，包

括种子、土地整修、起垄、育苗移栽、水、

肥、农药、种植模式、种植方法、采摘等等，

中粮屯河董事长夏令和把这个系统工程

定义为“农业” ，且位居农业企业必须关

注的四大环节之首。

“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价格

都比国外高，不光是番茄酱，大米、小麦、

棉花、糖、大豆都是如此。 ” 夏令和对此忧

心忡忡， 千百年来中国农业一直都是小

农分散种植，且农民只拥有承包经营权，

根本不敢对土地做长期规划。 而在国外，

一个农场种几万亩地很常见， 农场经营

权在祖祖辈辈间代代交接， 技术得到了

充分积累和延续； 同时， 由于土地私有

化，农场主愿意在土地、技术上进行大量

投资。

作为大农业里的一个子行业，加工番

茄种植产业自然也是深陷 “小农困境” 。

新中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小

农种植模式使得原料品质不一。番茄品种

较为单一，退化严重，栽培模式落后，一些

番茄原料中水溶性固形物和红色素含量

下降，单产不高，品质优势逐步丧失。 同

时，正是小农种植模式容易导致原料收购

的无序竞争， 加剧番茄原料品质滑坡，企

业平均原料消耗大幅增长。

事实上，小农种植模式是当前农业无

法在短期内扭转的国情。为了在国际市场

占据一席之地，国内加工番茄产业选择了

“订单农业” 。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开

始，中粮屯河以全产业链为依托，积极开

展“订单农业” ，促进农民结成合作社，培

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在“订单农业” 模式中，中粮屯河扮

演了服务者、收购者、生产组织者的角色，

通过“公司+农户+基地” 、“公司+合作机

采大户” 等多种灵活的模式，有效推进农

业的规模经营，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同时， 由于对原料的依存度较高，

“订单农业” 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原

料质量提供了保障。 昌吉州一跟中粮屯

河签约的番茄种植农户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 公司会考虑不同品种的内在品质

及其稳定性、持续性，根据农户土地的情

况推荐种子，并在种植过程中，为农民提

供科学播种、科学栽培、科学指导等全方

位服务。

不过，“订单农业” 在保障原料质量

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每到采收季，

新疆几大番茄制酱企业便会开始一场原

料抢夺战。 本来属于一家企业的订单，有

可能会被别的企业高价抢走。

“这是个两难问题。 ” 夏令和认为，

“目前的纷争，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 但

作为企业来说， 我要思考我的农业模式，

我们来年能不能再多租一些地？如果还要

跟农民签合同，我们是不是可以只跟大户

签，或比如只跟兵团这个层级的签，不是

以前那种挨家挨户的签？ ”

疆内专家的建议跟夏令和想的如出

一辙，他们认为，企业可多发展自种农

业，这样可以避免农民违约，又可保障

产品品质。 实力较强的企业要走差异化

经营路线，与高端客户合作，从而拉开

经营价位。 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加强

研发，解决番茄生长周期短、成熟太集

中的问题，减少企业与农户之间违约的

情况发生。

不过，夏令和坚信农民和企业之间是

可以实现真正共赢的，而且只有实现真正

的共赢的模式才是持久科学的模式。

“也许，中国农业很快就会有转机。 ”

新疆昌吉州农业局局长贾文明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为了做好土地流转工作，

各市县成立了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土地流

转后，规模化经营，风险可控，从源头上保

证了番茄等农产品的品质。全州从未出现

过番茄农残超标案例。番茄产业是昌吉州

一项重要的产业，目前昌吉州每年种植番

茄达20万亩。中粮屯河在昌吉州便有生产

和加工基地。

中粮屯河公司顾问周永生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土地流转之后， 农业有望

形成规模化经营， 企业才愿意加大对土

地的长期投入，比如改良土壤，才能更好

地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机械化。 只有这

样，成本才能降低，农业现代化才有可能

实现。 土地流转之后，大规模农场就有可

能形成。大的番茄农场主收益远高于一般

农民，前者亩产能到7－9吨，后者只有4－

5吨。 ”

经过两年限产保价，国内番茄

酱行业已经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在

最新的限产保价政策升级版———

“精算” 策略的保障下，未来番茄

酱价格甚至将摆脱周期性波动，维

持在行业成本线之上。

不过，业内龙头企业仍面临危

机：因限产保价，产能大幅闲置，固

定成本上升； 小厂搭便车行为盛

行，引起原料抢夺战，可变成本进

一步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疆加工番

茄产业往何处去？ 他们要突围的是

经典的“囚徒困境” ，还是中国农

业普遍面临的“小农困境” ，抑或

是新疆加工番茄产业特有的“番茄

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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