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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持续
高温的盛夏时节，西瓜作为解暑降
温的必备水果，已经开始大量上
市。最近，北京几大农贸市场西瓜
价格在短短几天内出现了连续上
涨，涨幅达到7 . 8%。

西瓜价格逆市上扬

往年六七月份的西瓜最便宜，
可为何当下西瓜价格不降反涨？主
要原因是：目前大棚西瓜上市接近
尾声，即将上市的大田西瓜又遭受
到北方地区冰雹灾害和南方的高温
炎热，导致市场供给量减少。

自6月中旬以来，全国西瓜行情
普遍进入升温阶段，多产地的西瓜
报价开始上涨。截止到6月28日，全
国产区西瓜均价为0 . 84元/斤，比6月
15日上涨31 . 25%。辽宁沈阳新民县
相比于去年同期，今年西瓜价格要
高一些，而且销售情况也比前段时
间好很多。西瓜价格越低，零售商
们越是挑挑拣拣。可随着价格上
涨，他们也不再挑剔了。

西瓜价格今年很贵，1块多钱，
往年只有7毛钱，今年起价就7毛，
一路疯涨。原因是南方受灾，熟瓜
少，现在南方客户都来了，忙的
很！全国都涨价，预计7月10日左右
陆地西瓜马上下来了。

从市场规律看，西瓜涨价反映
出的是市场供需行情发生的变化。
一亩田市场分析师曹东波认为，西
瓜进入供应空窗期是瓜价上升的主
要原因。

首先，高温天气持续，消费需
求旺盛。6月15日以后，全国气温普
遍进入上升通道，高温天气持续了10

天左右，多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直
到本周因北方出现降雨，温度才有所
回落。高温天气长时间持续，促使销
区解暑类的瓜果尤其西瓜需求旺

盛，多地市场销量上涨迅速，带动
多地市场出现西瓜缺货，从而出现
客商大范围去产区补货现象。

除了天气炎热消费量增加，产
区西瓜价格一路上涨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部分地区出现极端天气，影响
了西瓜的产量。曹东波介绍，在陕西
大荔、山东青州等地区，出现极端对
流天气发生冰雹灾害，造成拱棚西瓜
产量减产，更加剧了近段时间西瓜的
供不应求，导致瓜价攀升。

当前主要西瓜产区全部进入换茬
阶段。具体来看，其中广西产区西瓜基
本销售完毕，8月中旬以后才会再次大
量上市；山东、安徽、江苏等产区西
瓜到7月上旬才会上市；河南、河北两
个产区露地地膜西瓜虽开始少量上
市，但供应有限；辽宁和湖北两个产
区也处于换茬阶段，拱棚西瓜种植面
积不足，西瓜供应量也处于低位。

众所周知，大棚西瓜结束后，
拱棚西瓜将成为西瓜换茬期间的供
应主力货源。卓创资讯市场分析师
刘帅表示，因为去年小棚西瓜行情
比较差，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西
瓜受广西西瓜北运拖累，销售不
畅，多地发生滞销现象，致使今年
瓜农拱棚西瓜种植积极性不高。

主要产区拱棚西瓜种植面积普

遍减少，整体西瓜供应量偏少。再
加上今年北方产区拱棚西瓜种植相
对集中，造成供应时间相对一致，
供应周期缩短，较往年提前下市。

西瓜供应紧张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西瓜
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各
地客商跨产区积极抢货，也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西瓜供应紧张的局
面，致使部分产区西瓜报价大幅上
涨，甚至出现西瓜预订违约现象。
为此，一亩田市场分析师曹东波也
给出了他的建议。

随着各产区西瓜供应量上涨，
产区整体货源失衡状态将得到有效
缓解，西瓜报价也将恢复至市场正
常状态，建议瓜农诚信经营，顺势
交易，不要待价而沽，以免错失最
佳销售时机。

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由于产地
货源供应量少，价格也很难下跌。
短期来看，西瓜价格仍会维持在较
高的位置。建议西瓜种植户在保证
西瓜质量的情况下，控制出货节
奏。市场货源紧缺，产地种植户可
与市场直接联系，直接销售到市
场，省去中间环节，获利可能会更
大。 (一亩田)

西瓜供应减少，预计未来价格难以下滑

菏泽市东明县：西瓜面积40

万亩，2008年，“东明西瓜”获得了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工商总局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和农业部
地理标志产品认定。栽培方式：主
要是麦田套种，瓜棉(玉米、花生)

间作，一年三种三收。反季节栽培
以小拱棚为主，兼有少量的日光温
室、大拱棚等。品种结构以大果型
有籽西瓜为主，传统种植以黑皮西
瓜居多，但随着近年来花皮瓜市场
行情看好，花皮瓜面积迅速增加，
约占西瓜总面积的40%。小型礼品
西瓜有少量种植，无籽西瓜起步较
晚，主栽品种郑抗3号、郑抗5号，台
湾新1号呈快速发展势头。品种类
型：早熟品种主要是花皮西瓜，如
京欣、鲁青7号、豫艺早花香等。中
晚熟品种以大果型为主。黑皮西瓜
有河南农大豫艺系列、北京科力达
公司的卡其五等。花皮西瓜，椭圆
形品种有丰收3号、庆发12、庆农5

号、新红宝、西农8号、东研9号等；
高圆形品种主要是京欣系列。

潍坊昌乐县：西瓜面积15万
亩，全部设施栽培，全县已推广无
籽、有籽两个系列，红瓤、黄瓤两种
类型，大、中、小三种规格的西瓜品
种100多个。近几年，特型西瓜、图
形西瓜和富硒保健西瓜等特色西
瓜的生产技术也已逐步成熟。

青州市：西瓜面积13 . 5万亩，
采用拱棚栽培，品种类型：京欣系
列、早春红玉、新红宝、黑美人、特
小凤、新1号无籽西瓜。

禹城市：西瓜面积8 . 6万亩。
早春西瓜推出早熟高产的新技术
“五膜覆盖法”，实现了种植
“三级跳”，每千克西瓜价格由1 . 2

元涨到1 . 8元，每亩收入净增3000

多元。辛店镇修庄村在西瓜上采用
三膜一苫立体种植方法，充分利用
空间，全村仅此一项新技术年可增
收40万元。品种类型：以大中型
瓜为主，小型礼品西瓜极少。

聊城高唐县：西瓜面积8万亩，
栽培方式以双膜栽培和单膜栽培为
主。近年来，引进了惠农3号、张辛张、
蜜罐龙、天津绿丰等高产品种。

聊城市东昌府区：西瓜面积
5 . 8万亩，主要采用大拱棚下三层
覆盖栽培方式以及中小拱棚双膜
覆盖栽培方式。主要栽培品种有
京欣、冠农、京抗2号等。

济宁市泗水县：西瓜面积7 . 5

万亩，其中大棚面积4 . 2万亩，中
棚1 . 8万亩，小棚0 . 9万亩，地膜
露地育苗移栽和直播0 . 6万亩。拱
棚早熟栽培以京欣2号、欣喜2号
为主，双星稍晚熟，主要栽培在
中小棚中，其次有黑皮圣达尔、
庆红宝、丰收3号等。

临沂市：西瓜面积5 . 2万亩，
栽培方式主要有早春三膜大拱棚
西瓜—秋延迟辣椒，中小拱棚西
瓜接茬大葱、夏萝卜、抗热白菜
等。品种类型：新疆农人、优秀2

号、陕抗、京欣系列等。
济南章丘市：西瓜面积5万

亩，栽培方式多样，大拱棚、小拱
棚、露地均有。品种类型：黄河乡有
京欣、蜜童、墨童、红艳、冰激凌等
品种，分布在大沙溜区域和沿黄区
域。高官寨主要西瓜品种有丰收3

号、京欣王、抗丰3号、早春红玉、
冰激凌等。其他地区主要有京抗1

号、京欣1号、双色冰淇凌、红燕
等品种。 (一亩田)

山东西瓜优势产区

高唐县尹集镇孔张村的孔令俊
瞅准当地地道药材栝楼的种植前
景，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
返乡创业，种植栝楼，虽然几经波
折，终于获得了成功。日前，记者
慕名对她进行了采访。

孔令俊原先在青岛一家酒店做
高管，年薪20多万元。在一次工作中
她了解到家乡高唐的地道药材———
栝楼，近几年已成为药材市场上较为
稀缺的中药材。这一信息，让一心想
创业的孔令俊动了心。

2011年，在更近一步的做过市
场调查后，孔令俊辞掉工作，卖掉
自己的房子，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
借来的钱，共凑了200多万元，回乡
一次性承包了200亩地，开启了她的

栝楼种植之路。
天有不测风云。“种植第一年

就遇上大暴雨，其中的70多亩几乎
绝产。当时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虽然
白天硬撑着去解决问题，但是一到了
晚上就坐到地头上偷偷地哭。”孔令
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地1250元
承包费，70亩就是87500元；每亩肥料
费用200元，共40000元；每亩300元人
工费，共60000元；种苗每亩1500元，共
300000元。算下来，仅这70亩地就损
失了487500元。这对当时刚刚起步，
只有投入没有收入、资金短缺的孔令
俊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
是困难面前她却没有气馁。

吸取第一年的经验教训，第二
年，孔令俊在地里安装了排水系

统，并在种植结构上作了相应的调
整，种植管理渐渐走上了正轨。
2 0 1 2年，孔令俊又去邻村流转了
1140亩土地。

让孔令俊想不到的是，随着种
植面积的扩大，新的问题又来了。
“由于面积发展太快，农机设备
少，技术又跟不上，一段时间，管
理上出现了混乱。”孔令俊说，好
在自己及时请来专家到地里查看现
状并给出了指导建议。

在专家的帮助下，孔令俊学到
不少栝楼种植技巧，比如，要严把
换季作物的采摘时间；除草剂换成
栝楼专用除草剂；购进农用机械，
全程机械化种植采摘，减少人工投
入。通过学习，孔令俊对种植管理

有了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孔令俊在销售

上做得非常好。“我在种植前期就
和同仁堂签订了销售订单，现在百
分之八十的栝楼都销给同仁堂，剩
余百分二十销给其他药材公司。”
孔令俊说，由于销售环节比较顺
利，第二年就回本了。现在每亩纯
利润可达4000元左右。

虽然孔令俊种植的栝楼目前供
不应求，但接下来她却不打算再继
续扩种。孔令俊介绍说，每公斤烘
干后的栝楼能比鲜货价格高四分之
一左右，所以，接下来她会把精力
放到这方面。今年5月，孔令俊修建
了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烘干厂房，
她准备在烘干技术上下一番功夫。

瞅准市场狠下心来干

孔令俊包地1300亩种出地道药材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很多人认为，蒜价暴涨暴
跌背后，都有储存商在幕后推
波助澜。“如果没有储存环
节，大蒜到了 9月份就会发
芽，客观地说，储存商对大蒜
产业是有功的。”中国大蒜产
业信息联盟秘书长杨桂华认
为，储存商与蒜农是利益共同
体，应当赚取合理的利润。“蒜
价暴涨暴跌中，储存商不能说
完全没有投机、炒作，但不能因
此否定他们的贡献。”从整个产
业看，大蒜价格大起大落还有
深加工不发达的原因。“在很多
大蒜产区，大蒜交易还停留在
卖蒜头的层面，深加工也主要
是生产蒜片、蒜粉。”济宁食品
工业开发区督查室主任陈来朋
坦言。

蒜价连着城乡两头，对市
民而言大蒜只是调味品，但对
蒜农而言，大蒜却往往是整个
家庭的收入来源。在采访中，受
访者普遍都有这样的共识：只
有价格稳定，大蒜产业才能健
康发展。价格稳定的关键，在于
种植面积的稳定。从去年起，金
乡县通过政府补贴的办法，启
动了大蒜种植保险工作。今年，
全县参加保险的大蒜种植面积
达到47万亩。金乡县物价局副
局长邵辉介绍，只要市场价格
低于每斤1 . 73元，就对蒜农进
行赔偿。“比如去年的市场价是
每斤1 . 66元，保险公司总共赔
付了1700万元。”

(《人民日报》)

今年蒜价

为何波动大
7月3日，阳谷县博济桥街道丰

源生态园区工人正在给蔬菜苗喷洒
水肥。

该园区投资5000多万元，建
起了集参观学习、科技培训、种
植等智能化育苗工厂，年培育各
种瓜菜苗2600多亿株，在满足全
县10多万大棚户用苗需求外，还
为周边县市提供优质的苗源。

（陈清林 摄）

阳谷建起

智能化育苗工厂 郯城县农商行红花支行遵循服
务农业、致富百姓的原则，积极筹
措资金扶持农户发展蔬菜生产，增
加农民收入。今年上半年，该行累
计发放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专项扶
持贷款680万元，扶持农户搭建各类
温室大棚1 . 5万个，发展西红柿、甘
蓝、菜花、西葫芦、毛豆、辣椒等
有机蔬菜2万余亩，蔬菜总产量达6亿
公斤、交易额3 . 5亿元，仅此一项，
菜农户均年收入不下3万元。

(刘科玲 刘春艳)

红花镇农商行扶持农户

发展蔬菜生产增收致富

看到别人中奖也会止
不住心痒？想买彩票总要
跑腿又感觉好麻烦？闲暇
无聊时想找点乐事打发一
下时间？……我们懂你的
烦恼，也帮你想了一个妙
招 ，送 你 一 个 买 彩 神
器——— 山东体彩推出的

“手机在线”，有了它，让你
躺在家里也能买彩票，动
动手指就能中奖！

悄悄告诉你，“手机在
线”目前还有福利放送噢，
1500万红包大派送活动还
在持续进行，注册送20元红
包，充值100就送50元红包，
如此美事怎能错过？更何
况大乐透还在开展5亿元
大派送活动，用“手机在
线”，领红包、分享派奖奖
金一个都不能少！很多新
加入的小伙伴还不知道怎
么来操作，没关系，以下5

步助您轻松开启“手机在
线”美妙之旅！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
用户首先扫描二维

码，下载“手机在线”，就可
以参与红包活动。

第二步：下载安装
“手机在线”有安卓和

IOS两个版本，用户可根据
系统提示逐步安装即可。

第三步：注册账户
用户根据提示输入用

户名、密码进行登录账号
注册；根据系统提示输入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手
机号码等信息，验证通过
后投注账户开通。

第四步：充值
目前您可通过储蓄卡

快捷支付进行充值，同时
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的网
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
进行充值。

第五步：投注
用户登录手机客户端，

选择具体游戏，按界面提示
选择游戏，点击“立即投
注”。目前开售的游戏涵盖
竞猜型、即开型、乐透型共
19款游戏，选择心仪的游戏
就可以投注赢大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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