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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阴雨苦了棉农

持续的连阴雨苦了秋作物，更苦了棉农。
夏津县棉花种植大户王瑞升守着一堆烂棉

桃，一脸无奈。
“连阴雨影响太大了，不光烂桃，同样一

个桃子，一进水就不开了，就成了瓣棉，瓣棉
一斤1 . 5元，全开棉5元一斤，价格差大了！”
王瑞升边向记者倒苦水，边向夏津县供销社主
任邱立昌询问棉花行情。

9月14日，记者来到夏津县北城街道管庄
村王瑞升家的棉田。王瑞升今年种了80多亩棉
花，是远近闻名的种棉能手。“现在中期棉正
开着，每亩减产50-100斤是定了，本来每亩能
摘500斤籽棉，这次也就能打400来斤。”一笔
账算下来算得王瑞升心痛。

冒着小雨，记者随王瑞升走进棉花地。垄
下已见积水，拨开枝杈，地上有些落桃。

管庄村另一位植棉大户韩富红在家里掰瓣
棉。“不能等，得抓紧把桃子摘下来，要不棉
花一发黑就更不值钱了。”

在祥顺棉业，3位棉花收购商正在冒雨售
棉，棉厂人员正在给收购的棉花加雨篷。祥顺
棉业一位值班经理告诉记者，他们9月12日开始
收棉，开秤价格4 . 3元一斤，一天平均收5000多
公斤，但没有本地新棉，全是河北等地棉商送来
的棉花。本地棉没有上市，一是因为连阴雨，无
法采摘，二是棉农惜售，等着再涨点价。

此次连阴雨持续一周，覆盖全省，棉花损
失巨大。省棉花生产技术指导站站长赵洪亮介
绍，全省1150万亩棉花几乎全遭受阴雨天影
响。不光山东，河北南部、河南东部产棉区也
遭受了连阴雨。

“卖不上5元一斤都是赔本”

棉花价格牵动各方神经。
夏津县供销社主任邱立昌介绍，全县85万

亩耕地，今年种了55万亩棉花，人均1亩多棉
花。全县有大大小小棉花加工厂二三百家，加
工能力强，当地棉花吃不饱，就吃河北等周边地
区的。夏津已成为棉花集散地和加工中心之一。

邱立昌说，夏津植棉历史悠久，是全国优
质棉纱生产基地，素有“银夏津”美誉，但由
于棉花价格忽高忽低，对当地农民和棉花生产
带来巨大冲击。

双庙镇棉花加工商范玉柱说，9月5日棉价
是每斤3 . 9元～4 . 1元。棉农在观望，收购商在
观望，棉纺企业也在观望。去年棉价从开始3
元多一斤，后来一直走高，最高达6 . 9元一
斤，但高价时间很短，绝大多数棉农没卖到高
价。自今年正月十五棉价开始下降，最低到了
3 . 4元～3 . 7元一斤。

现在夏津棉农没有卖新棉的，都在等。一些
收购商告诉记者，多年来，棉农有存棉惜售的习
惯，不管贵贱，一开始一律不卖，摘下来先放放
等等。棉农们说，如今啥都涨价了，农产品农资
都涨了，棉花也得涨啊，不涨就赔了。

邱立昌说，棉花企业开始收购时也比较谨
慎，收高了怕赔本，收低了棉农不愿卖。去年
高价位时收购的棉花，让不少棉企赔了不少。
预计收购期同往年一样比较分散，集中交售的
可能性不大。

王瑞升感觉近几年种棉效益还可以，去年3
月份他最高卖到5 . 8元一斤。但同村的韩富红家
卖的比他好，3万斤籽棉全是6 . 3元一斤出的手，
卖了18万多元。说起这事，韩富红幸福写在脸
上。但全村170多家种棉户也就4户卖到这个价，
其他都是5元左右，高价棉对绝大多数棉农只是
一个传说。更让不少棉农惋惜的是，因为去年棉
价好，就存了一些棉花，等的结果是越来越低。

韩富红说，“今年棉花价格不好说，但至少
要到4 . 5元以上才卖，不奢想去年的6 . 3元。”

韩富红家棉田因是承包地，每亩还要交
400元承包费，200元采摘费，打顶、杀芯、打
杈都要用工，下花时最多用30个工，费用是每
斤0 . 5元。“卖不上5元一斤都是赔本，账都在
这里摆着哩！种棉花成本高费时费工费力，最
多要打24遍药，5天打一次，药钱90多元，一
亩地膜40元，种子50元，化肥、复合肥250

元，还有浇地、除草剂等，总成本在1100多
元。但平均亩产400斤，按4元一斤，也就1600
元。平均一亩挣400元，技术好的产量高的挣
1000元到天啦！”韩富红的小账本清楚得很。

棉价大幅上涨可能性很小

尽管山东等地棉花受阴雨影响，但新疆等
主产区形势不错，另外棉花市场已经全球化，
山东局部棉情对全局影响有限。省棉花协会负
责同志如是说。

省棉花协会负责同志介绍，今年全球棉田
面积增加，棉花资源充裕；国内面积增长，普
遍长势良好，总产将高于去年，国内供需缺口
将有所减小。目前纺织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
且见不到好转的迹象，今后几个月棉价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很小。

今年国家首次出台的棉花收储价格，让棉
农既心安又迷惘。

根据《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中
储棉将按照标准级(3级)皮棉19800元/吨的收
储价格，敞开收储。

折合成每斤籽棉4 . 2元的收储价，许多棉农
并不领情，感觉低了。来自白马湖乡的一位棉农
告诉记者，这个价格只是让我们感觉心理有底
了，但如果好棉花也是这个价格，我不会卖。范
玉柱觉得，这个价让棉农、棉企都很纠结。

由于有国家收储价作支撑，目前棉价企
稳，新棉上市后，棉价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很
小。但国内棉花价格涨幅不会太大，原因是国
内需求仍不足。

目前纺织产业发展形势并不好，纺织服装
产品的出口形势还没有明显好转，邱立昌认
为，纺织产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一是国家
调控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是银行利率
提高、准备金增加、人民币升值、国家对落后
的中小棉纺织企业的优惠政策取消。二是新劳
动法的实施，使企业用工将受到更加严格的控
制，劳动保险金的强制交纳，劳动力涨价，工
人待遇提高，招工难、留工难的现状将进一步
加剧。三是能源、原材料涨价，纱锭不断增
加，原棉供应短缺，后续产品涨价缓慢，导致
棉纺织企业资金占压增大，企业成本大幅上
升，获利空间明显缩小。

每斤4 . 2元的收储价棉农嫌低，棉花企业收高了怕赔本

纠结的棉价

□李剑桥 报道
守着一堆烂棉桃，王瑞升一脸无奈。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王忠友

连绵的秋雨终于停了。
9月19日上午，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郭

楼村，王书太在自家的西红柿大棚里转着，眉
头紧锁：“得拔秧子了，第二茬收不到什么
了，改种菠菜吧，冬天可能还能赚些钱。”

王书太种了5亩大棚西红柿，棚里的西红
柿叶子发黄、发黑、发枯，挂着乒乓球大小的
青西红柿，有的整棵秧子已经死了。“雨一下
就是半个月，棚里潮湿，把西红柿闷坏了，炭
疽病等病害发作很快。因为潮湿，打药的效果
也不好，没控制住病害，成这个样子了。”王
书太无奈地摇摇头。

王书太说，第一茬西红柿每亩收了8000多
斤，卖了7000多元；如果不是连阴雨，第二茬
每亩还能收8000斤左右。现在西红柿的价格走

高，已超过了每斤1元，去年第二茬西红柿的
价格最高到了2元，原想着第二茬卖个好价
钱，现在全泡汤了。“每亩地投入了3000多
元，忙活几个月，挣不了多少钱。种菜，最怕
老天爷变脸了。对于这种坏天气，不知道怎么
防范，希望以后专家教教俺。”王书太说。

孙国娟的3亩西红柿大棚紧挨着王书太的
大棚，有的秧子上叶子也发黄、发黑，但症状
较轻，很多秧子发出了新叶，挂的西红柿也
大，有的已如拳头大小。“估计第二茬产量至
少减少一半。我正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通
风，打药，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在下雨前，
我就对疾病严加防范，及时喷药，阴雨天病害
发作较轻，损失还小些。现在种菜的成本一年
比一年高，药、化肥、鸡粪，啥都涨价，再加
上天气变化无常，种菜的风险很大。今年还好
西红柿均价在8毛钱左右，如果西红柿的价格
每斤低于4毛钱，俺就赚个白忙活了。”

王淑英正在露天葱田里扶大葱，过膝盖高
的大葱歪了不少，她逐棵扶正、培土。葱叶普
遍发蔫、发干、下垂，有的葱已经折断了。她
拔起一棵葱，葱根已经泡坏。“葱叶应该往上
长，下垂的已经不行了，扶起来也不长了。减
产已成定局。”王淑英说。

在沙镇小王庄村的农田里，孙月琴在往葱
上喷药：“晴天了，抓紧时间喷杀菌剂和叶面
肥，这样葱能尽快缓过劲来，尽量减少损
失。”孙月琴的葱歪的很少，原来她在下雨
前，在地的两头砸上木橛子，每行葱用绳子拦
起来，又用土把葱培起来，下雨、刮风，葱很
少倒伏。“去年阴历八月下雨，葱歪了好多，
我就琢磨出这个办法来，还真管用。不过，我
在3亩玉米地里套种的白菜遭殃了，玉米歪了
很多，连砸带泡，白菜死了不少。玉米还没
熟，没办法，明天先掰了，补种白菜。”孙月
琴说。

沙镇常务副镇长郭元广介绍，沙镇有蔬菜
面积10万多亩，分露地菜和大棚菜，都受到连
阴雨的影响。大葱、白菜、菜花等露地菜，有
的根被泡坏了，出现发蔫死亡等现象；西红柿
等大棚菜，因空气潮湿，病害发作。镇里组织
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及时通风，喷
洒农药，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沙镇有许多种
菜的“老把式”，他们摸索出来的对付阴雨天
的“土办法”，像大葱拦绳子，也在推广。种
菜存在先天弱质性，很容易受到坏天气等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这需要菜农和有关部门强化应
对举措，未雨绸缪，而不是被动应付。如这次
十几天的连阴雨，很多菜农就明显应对措施不
足，被动地等天晴，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高端蔬菜具有明显的
抗风险能力，发展高端蔬菜是方向。在莘县张
寨镇益生园蔬菜基地，20亩罩着防虫网的有机
韭菜绿油油的。菜农赵士荣介绍：“这十几天
阴雨，影响了韭菜的生长，但是经过管理能很
快恢复过来，而且价格高，一斤韭菜卖到10多
元，阴雨天对收益的影响不大。”

连绵雨后访菜农

□ 本报记者 王爽

9月19日，股市再度出现“黑色星期一”，沪
综指大跌1 . 79%，创近14个月新低。沪深两市个股
普跌，仅210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ST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仅2只个股涨停。

至于股市山东板块的表现，据中信建投大智慧
(一款网上证券行情软件)统计，141只股票平均跌幅
为1 . 93%，弱于大盘。其中，青岛碱业以4 . 44%的涨
幅居山东股之首，另外两只化工股宝莫股份和华鲁
恒升则分别上涨2 . 65%、1 . 06%。此外，受益于鸡
蛋、海鲜涨价利好的益生股份与好当家，也出现了
小幅上涨。

据分析，46个城市房价停涨的消息，刺激房地
产股全线重挫；而中国水电这一今年来最大IPO的
启动，更是加剧了市场的资金压力。国泰君安证券
山东分公司证券分析师李振说，46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停止上涨步伐，说明中国楼市调控效果正
逐渐显现，这让不少投资者对上市房企未来的业绩
感到担忧。但在房价同比仍全线上涨的情况下，高
压调控的态势短期料不会改变。

记者看到，房地产行业板块当天大跌2 . 40%，
被视为“风向标”的“招保万金”的跌幅尤为“惨
重”，招商地产跌3 . 99%、保利地产跌5 . 26%、万科
A跌3 . 47%、金地集团跌4 . 56%。山东房地产股虽也
难逃下跌命运，但跌幅较小，其中新潮实业未跌、
鲁商置业跌1 . 72%、中润投资跌3 . 02%。业内人士分
析，这与山东省中小城市居多、房价松动迹象不明
显有关。

李振认为，中国水电IPO的启动也是导致“黑
色星期一”的重要诱因。中国水电18日夜发布招股
意向书，宣告其上市之路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李振
告诉记者，虽然其近173亿元人民币的融资规模远
逊于去年的农行，但在股指连创新低之际，此单
IPO对投资者心理带来的冲击仍不容小觑。

根据央行的第三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
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
占23 . 6%，比上季度提高1 . 4个百分点，仍为居民投
资首选。其他依次为“基金理财产品”21 . 3%，
“债券投资”14 . 2%，而“股票投资”仅为9 . 2%，
这也是居民“股票投资”意愿降至三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现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股民。”济南市
民杨军对记者说。最近，新浪微博上广为流传一则
段子，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股市的不景气。段子
内容是：“2007年的时候，媒婆介绍小伙子的优点，说
某某会炒股，姑娘一听，特别喜欢，觉得小伙子有出
息；现在变了，媒婆介绍小伙子，说某某人本分，不炒
股，姑娘一听，乐了，多好的男孩儿。”

股市之衰，不仅表现在“价”，更表现在
“量”上。今年4月至今，上证指数累计下跌20%，
而遭受美债危机的道指同期跌幅不过9%，遭受地
震、海啸、核泄漏的日经指数跌幅也只在9%上
下。目前，A股的平均市盈率已在16—17倍，银行
股更低至5—6倍。近两周来，沪市日均成交不足
600亿元，深市不足500亿元。截至19日收盘，两市
成交萎缩至900亿元附近，改写今年以来的“地
量”纪录。而今年前8个月，月均还能有4 . 1万亿
元。

在各大股吧论坛上，记者看到有不少投资者认
为19日的大跌是股市长期低迷行情中的“最后一
跌”，反弹已为期不远。记者采访了多位证券分析
师，他们普遍认为，此时投资者不可盲目介入，因
为“最后一跌”往往不是一跌就完事，其杀伤力往
往巨大。作为散户投资者，最好是多看少动，等待
政策的积极信号。

值得关注的是，眼下一些基金公司正在暗地增
仓。据众禄基金研究中心对基金公司仓位变动统计
显示，从本月5日到16日，61家基金公司中，93%的
基金公司选择加仓，只有7%的基金公司选择减
仓。

沪指创14个月新低
央行调查显示居民股票

投资意愿降至三年来最低

□李剑桥 叶文 顾谦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9日讯 许多人感到今年秋天来

得有点早，还没感受到“秋老虎”，天一下子就冷
了。就此，记者采访了省气象专家。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薛晓萍解释，气象意义
上的秋天，是指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22℃以下到10℃之间的时段。这时大气环流由夏季
逐渐转换到冬季环流，山东将转受西风带、极地大
陆冷气团控制。由于我省的地形、海陆情况比较复
杂，各地入秋的脚步并不一致，所以我省的秋天，
一般以月份粗略的定在9-11月。

秋天来的早晚，直接与冷空气南下次数和冷空
气强弱有关，前期北方冷空气非常活跃，并不断南
下，与暖湿空气对峙在黄淮一带，形成了9月9日到
18日的连阴雨天气，北风降温和阴雨使暑热荡然无
存，似水秋凉给我们带来了浓浓的秋意。9月18日
早晨气温普遍在15℃以下。今年真的秋来早，大概
比一般年份早10天左右。但是9月的山东大地还蓄
积了不少夏天的热量，一旦云散日出，气温还会回
升，天气还是会暖和一些的。

今年秋来早

□记 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屠艳苹 王靖雯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9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环保
厅获悉，我省已制定强严措施，保障全省危险
废物的安全处置。目前，省环保厅已暂停受理
新申请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的经营许可证事项，
待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在辖区内得到合理规划后
再行受理；要求各级环保部门严格把关，对不
符合要求的处置企业一律“亮红灯”。对不能
正常运行的、已建成的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
施，以及因对危险废物管理不善而发生恶性事
件的行政区域，将视情况实施“区域限批”。

记者还了解到，我省将启动全省化学品领
域的环境隐患排查工作。

据介绍，近年来，因危险化学品生产、使
用、运输、贮存等环节管理不善、环境风险隐
患排查不及时不彻底等造成的环境安全事件频
发，对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构成严重威
胁，化学品已经成为引发环境安全事件的重要
风险源。对此，省环保厅在排查工作中严格规
定，要在环评中增加化学品环境评价的内容，
应特别注意审查化学品的产生量和利用处置去
向，严格环境准入。要实现化学品从源头到末
端的全过程环境管理，健全完善省、市、县
(市、区)三级环保部门化学品跟踪管理机制，
规范开展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保检查、新化学
物质的环境管理。

按照规定，各地要在今年11月底前，在设
区市环保局网站上公布辖区内危化品重点产
生、运输和经营企业名单、地址，以及产能、
生产工艺、清洁生产和化学品产生、贮存、去
向、利用和处置等情况，同时上报省级相关部
门备案。重点企业应按照环保部《企业环境报
告书编制导则》的标准要求，每年向社会发布
企业年度环境报告。

危险废物处置不善

或将被“区域限批”
化学品等重点领域排查环境隐患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杨学莹
实习生 苏明磊

在9月19日开幕的第六届中国城镇水务发
展国际研讨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国家水专项第一行政负责人仇保兴作了《水专
项——— 应对水危机的利器》的主题演讲，介绍
的一系列解决城市水难题的新技术令人耳目一
新。

污水处理要突破“福特式”思维

在济南舜耕路中段路西有一片小“公
园”，一座红房子掩映在花草之间，走近一
看，石头上写的原来是“舜耕中水站”。

提起城市污水处理，人们往往会想到复杂
的管网和大型污水处理厂。仇保兴则力倡分散
式生态处理系统，认为其容易做到水资源就地
回收利用、减少管网投资；且实施简单、建设
周期短；管理容易，营运成本低，是集中式污
水处理的重要补充。

“污水处理要超越福特式大规模、集中式
处理的旧框框。”他说，“‘十二五’城镇污
水处理率要达到85%，分散处理也会成为污水
厂尾水进一步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绿
色建筑的推广，污水就地处理回用将更加普
及。

记者了解到，随着水处理技术的发展，污
水资源已成为城市的“第二水源”，但在污水
处理上，不少城市片面依赖集中收集、集中输
送、集中到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模式。这种办法
处理成本的确较低，但收集和输送的成本却很
高，尤其在管网欠账多时，更是推进缓慢。

“在省内，济南的污水分散处理做得比较
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2005年至今，济南一方面将大型污水处理
厂由2005年的2座增至6座，处理能力由42万立
方米/日增至68 . 5万立方米/日，市区污水厂处
理后水质达到最高的一级A标准；另外，先后
建设了舜耕路、工商河、东泺河、西圩子壕等
8座中水处理站，每天增加污水处理能力5 . 7万
立方米，出水水质也全部达到一级A标准；污
水就地处理，减少了管网压力，也为中水的就
地回用提供了条件。

少些“到城市来看海”

从我国的北京、上海到韩国的首尔，今年
都出现了“到城市来看海”的现象，而2007年
的“七一八”，成为泉城人心头永远的痛。仇
保兴讲到此时也尤感痛心。

“从本质上说，都是由于城市规划没有适
应自然，人的建设妨碍了水的自然流通。”他
建议，要优化管网布局，结合道路建设，确定
合理的汇水面积，适当提高管网密度；加强雨
水利用，推进绿色建筑、生态小区建设，推广
雨水存蓄、从源头减少雨水的排放量；强化渗
透滞蓄，加大渗水路面和下凹式绿地建设比
例，发挥对雨水下渗、截流、滞蓄作用。

“还可以结合道路、地铁、隧道，设置排
涝通道。”他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Smart
Tunnel”为例，该市建设了一个三层结构的地
下隧道，最下一层平时就用于排水，第二层平
时用于通车，但如遇5年一遇的大雨，就停止
通车，改用于排水。一旦遇到20年一遇的大
雨，三层隧道全部用作排水，成为一个直径12

米的巨大“排水管”。
在仇保兴的幻灯片上，绿色生态停车场、

充满野趣的路边树林和水洼(学名叫“雨水滞
留池”)，让人看了呼吸都畅快起来。“要把
城市规划设计为一个仿生态的系统。”他说。

海水淡化或省却调水麻烦

“‘南水北调’、‘引黄济青’，人们在
周济沿海缺水城市时，往往忘记了，海水淡化
可能影响更低、花费更少。”仇保兴说，海水
淡化，是沿海城市水资源安全重要保障。

“山东的海水淡化在全国是做得较好
的。”他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我省青烟威都有海水淡化项目实施，尤
以青岛规模最大。记者了解到，2008年青岛便
投用了全国第一个“大生活用海水”示范项目
(海水冲厕)，目前正在建设日处理10万立方
米、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供水海水淡化项目，
到明年下半年，市民就能喝上淡化海水。

“中国的海水淡化产业只是刚刚起步。至
2010年底，总装机容量约56万立方米/日，未
来5年，沿海拟建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将达200万
立方米/日。”仇保兴说，“2010年底，全球
已建成装置的装机容量为6520万立方米/日，
解决了2亿多人的生活用水问题。2010年全球
海水淡化工程总投资额已达到340亿美元；且
每年以15-20%的速度递增。”

除了上述技术，仇保兴还介绍了用冷冻法
分离矿业废水中的盐和污物、用高压电电离空
气产生负离子，与水分子聚集成水滴的“离子
化增水技术”，让人们对未来的人水和谐充满
了想象。

污水处理集中好还是分散好，怎样少些“到城市来看海”……

住建部副部长支招城市水务

□新华社发
9月19日，施工人员在抢修陇海铁路三门峡市

境内溜塌的铁路护坡。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因近
期连续降雨，18日晚陇海铁路下行线河南三门峡市
境内观音堂车站至庙沟车站间因水害塌方中断行
车，造成部分旅客列车晚点、滞留。

水害导致陇海铁路行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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