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期货日报记者数次深入山东、河南、陕

西等苹果主产区进行调研。在与果农交流时发现，最让他们头疼的

问题是新果下树后价格如何定、质量如何断以及新果如何卖。

据调查，除去突发原因导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减产的年份，近

年来我国苹果市场几乎年年供过于求。产区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果

林经济、果农积极扩大种植面积、新的栽培技术广泛应用、优良高

产新品种有效推广等让苹果产量突飞猛进。很多年份，在新果上市

之际，虽然价格很低，但无人购买，果农欲哭无泪。实际上，果商掌

握着苹果定价权、质量判断权和拥有下游需求资源，无论苹果产

量、质量与需求如何变，对于果农来说，话语权都很少。

2018年新果上市后，情况不同了。在果商眼里，老实的果农突

然腰杆硬了，多年的合作交情也不认了，不但不把苹果卖给他们，

而且还搞起了自主销售。果农的现实生活如何？他们为何突然“牛

气”了？请看本报记者发回的一线报道。

果农之一：李晓婷

李晓婷是一位苹果期货投资者，老公刘翠强是
山东烟台市蛇窝镇居民。烟台是山东有名的优质苹
果产区，李晓婷的公公、婆婆甚至很多亲友都是种植
苹果的行家里手。然而，随着当地苹果产量的不断
提升，他们经常为销售犯愁。

李晓婷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她公公、婆婆已经连
续种植苹果12年了，2018年家里的开支全靠10亩苹
果的收入。2018年，新果上市前夕，老两口天天为即
将上市的苹果如何尽快卖出去发愁，主要原因是家
里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更没有储存保鲜的仓库。新
下树的苹果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销售出去，而
此时，往往是一年中苹果价格最低的时候。

“2018年新果下树时，一下子堆集了 3万斤，好
在有做苹果期货的投资者来抬价收购，虽然产量减
少了，但收入创了新高。”李晓婷公婆家的苹果，口径
80毫米以上的出售价格在 3.8—5元/斤，口径 75毫
米以上的出售价格在 3—3.5元/斤，与 2017年相比，
均高出约1元/斤。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网上卖出
了4000多斤“期货苹果”，平均售价为6元/斤。

借着 2018年中秋节回家探亲之机，她与老公刘
翠强商量起如何解决苹果销售的问题。看着苹果期
货交易得火热，“期货苹果”在现货市场很受欢迎，他
们决定开个“期货苹果”网店。

说干就干，刘翠强很快就拿出计算机专业人才
的看家本领，把出售苹果的自家小网店的网页设计
得美观大方、简洁明亮，同时还把实地拍摄的自家种
植的带着晨露的苹果照片放在了网上，让人透过电
脑屏幕就能嗅到苹果清香。

李晓婷表示，2019年将扩大苹果种植面积，并及
早做好在网上销售“期货苹果”的准备。同时，还想
租个小冷库。这样，新果大量下树时，不但可以把自
家的苹果存放起来，而且还能收购其他果农的好苹
果用以贸易。

果农之二：王寿光

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王寿光的“果龄”已有
25年。他是山东省栖霞市金山村人，家庭收入主要
来自苹果种植。

2018年，王寿光种植了 4.5亩苹果，虽然产量不
高，只有3万斤，但由于价格较高，在2.5—4.2元/斤，
收入也有 9万元。2017年，他家的苹果产量比 2018
年高，但出售的价格偏低，收入仅在8万元左右。总
体上，他对2018年的收入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王寿光已是老果农，但对于苹果如何定价、
市场信息从何处获取以及怎样与收购商谈价等，他
几乎都不清楚。常年以来，与大多数果农一样，他出
售苹果时均是收购商给什么价就什么价，且认为种
植苹果、出售苹果不用去主动获取什么市场信息，反
正终端客户会找代理商收购，代理商会把收购价格
及时写在公告牌上，他们只要根据自己的苹果质量
去选择一个收购商就可以了。

从生产成本来看，王寿光种植一亩地苹果需投入
3000—5000元。这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购买到假
农药、假化肥。此外，就是苹果品种如何更新换代。

王寿光表示要引进新品种，要生产出高端苹果，
要争取卖个好价钱。当地的土地是按人口分配的，
且多数农民都已经种植了苹果，这让他无法再租地
扩种。未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实现优果优价的增
收目标。

对于苹果期货这个新生事物，王寿光表示还不
十分了解，对周边的个别果农利用期货市场创新出
的新的经营模式也不太了解。“可是，从表面来看，期
货交易的红火的确拉动了价格上行，让果农多卖了
一些钱。”王寿光说。

果农之三：侯中勤

陕西省白水县尧禾镇水苏村 6组的侯中勤，一
家有 4口人。与王寿光一样，他也是家里的主要劳
动力。

侯中勤种植了 4亩苹果，品种是红富士。2018
年，已经是他种植苹果的第20个年头了。家庭收入
除种植苹果外，农闲时侯中勤还会外出打零工。为
了提高苹果品质，为了苹果下树时可以卖个好价钱，
他加入了盛隆阳光苹果专业合作社，毕竟集体的力
量比单个的力量强，而且也多一个获得市场信息的
渠道。

2018年，由于苹果树遭灾，侯中勤家的4亩苹果
几近绝产，当年光投资没收益。而在 2017年，他家
的4亩苹果树产了近两万斤，出售价格为2.9元/斤，
收入有5.8万元。

侯中勤出售苹果时，基本上是“随大溜”，主要看
村上其他果农卖什么价码，再根据收购商公示的价
格以及自家的苹果质量衡量出一个原意卖的价格，
且几乎都是按通货一次性卖出。

从生产成本来看，侯中勤种植一亩苹果要投入
3100元左右，主要成本为化肥、农药、套袋、人工等。
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后如何应
对，二是遇到价格低的年份收入没有保证如何办，三
是农资价格过高。

至于未来如何种植苹果，侯中勤表示，要向合作
社靠拢，要使用先进技术进行果树修剪，最大的心愿
是优果率超过90%、投资少效益高。

侯中勤告诉期货日报记者，虽然他对苹果期货
的了解不是很多，但还是看到了苹果期货上市后现
货市场的一些变化，主要是期货提高了苹果的品牌
影响力，让果农与贸易商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同
时还让果农及时掌握了市场信息。

果农之四：纪福顺

山东省蓬莱市南王镇寨里村的纪福顺已经 63
岁，种植苹果的经验也积累了20多年。作为村里的
书记，他组织并参加了寨里村的果业合作社。2018
年，他们夫妻两人种植了 16亩苹果，同时还种植了
樱桃、葡萄等，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苹果和樱桃
种植。

2017年，纪福顺家收获了 14万斤苹果，年收入
约31万元。当年，口径80毫米以上苹果的平均出售
价格为 3.60 元/斤，口径 75 毫米以下为 2.40/斤。
2018年，他家的苹果产量约为 12万斤，价格分别为
3.85元/斤和2.60元/斤，年收入约27万元。

纪福顺出售苹果时，主要参考周边区域的市场
价格，再结合自家苹果品质，价格一般在周边市场收
购价的基础上浮动0.15—0.20元/斤。

纪福顺种植苹果的成本有点高，最难以解决的
问题是苹果采摘下树后，在收购价格较高时，由于缺
乏人力导致采摘不及时而错过好行情。

放宽视野，纪福顺最担忧的问题是各地种植面
积、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加上我国从国际市场上大
量进口水果，果农的收入将受到影响。另外，由于年
龄越来越大，他并不准备更新果树与进行扩种，最大
的心愿就是市场实现优果优价，让果农对经营果园
更有信心。

纪福顺表示，他只是听说过苹果期货，并没有深
入了解，他希望期货价格能引领现货市场理性涨跌，
希望苹果现货价格不再被部分现货商垄断。他认
为，期货苹果明确了质量标准，有利于果农按市场需
求生产，增强了果农的话语权。

果农之五：李向阳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胡家庙便民服中心生庄村
一组的李向阳，一家6口人，他与妻子是家里的主要
劳动力，全家种植苹果的日子已经持续了 26年，主
要收入渠道是种植苹果和庄稼。

2018年，李向阳家种植了 6亩红富士苹果。当

年，在苹果生长前期，遇到了霜冻天气，导致 6亩地
的总产量仅有 1.3 万斤。75 果的出售价格在 3.4
元/斤，总收入为4.42万元。相比之下，2017年，他家
苹果总产量为2.7万斤，75果的出售价格在3元/斤，
总收入为8.1万元。

李向阳出售苹果时主要通过代办的中间说合与
客商谈价，最终确定价格时主要参考往年销售价格
和当年产量。

李向阳家种植苹果的成本大约在 3200 元/亩，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资价格与人工成本较高。

谈到未来的种植，李向阳主要考虑的是发展双
矮新品种，最大的心愿是增加经济收入，他暂时没有
扩种的打算。

对于苹果期货，他仅是听说过，详细情况还不太
了解。

果农之六：袁振民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胡家庙便民服中心袁家村
二组的袁振民，一家5口人，他与妻子是家里的主要
劳动力，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卖苹果和孩子在外
打工。袁振民种植苹果已经有25年。

2018年，袁振民家种植了4亩红富士苹果，当年
总产量仅6000斤，75果的出售价格在3.2元/斤，总收
入为1.92万元。2017年，他家苹果的总产量为1.3万
斤，75果的出售价格在2.8元/斤，总收入为3.64万元。

袁振民家种植苹果成本较高，每亩投入约 3500
元。当前，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投资成本越来越
高。未来，种植苹果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发展优质新
品种，最大的心愿是降低投资成本、增加收入。同
时，他有扩种苹果的打算。至于苹果期货，他尚不知
道这个新生事物。

果农之七：王争气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胡家庙便民服中心胡家庙
村四组的王争气，一家3口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
他与妻子，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卖苹果和他在外打
工。他们家种植苹果已经有18年了。

2018年，王争气家种植了两亩红富士苹果，总产
量仅有 2100斤，75果的出售价格在 3.2元/斤，总收
入仅 6720元。而 2017年，苹果总产量有 4300斤，即
使 75 果的出售价格略低，仅 2.9/斤，总收入也有
1.247万元。

目前，王争气种植苹果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
实现盈利，他已打算不再种植苹果，其对苹果期货也
不太了解。

七位果农亲身说感受 现实生活有苦有希望A

2018年冬至过后，北方苹果主产区飘雪的日子
越来越多，2019年春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广大果农
终于迎来了中高端苹果的销售旺季，苹果期货近月
1901 合约价格走势偏强也意味着果农的收入稳中
有升。

苹果期货刚过完一周岁生日，虽然上市时间不
长，但市场的价格发现与规避风险功能已得到充分发
挥。特别是对果农的苹果种植与管理理念以及销售
时间、渠道、价格确定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对新
生事物接收积极且消化较快的果农，已经用上了“期
货工具与市场平台”，在2018年新果销售领域取得了
较好收益。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苹果期货上市后，市场一
片叫好声，特别是苹果期货 1805、1807合约交割后，
消费者对期货苹果很是认可，很多网商专门卖起了

“期货苹果”，价格比现货市场高很多，利润空间很是
可观。2018年，新果上市后，部分果农把达到期货交

割标准的苹果筛选出来，在中高端市场进行销售，没
想到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据了解，我国苹果种植广泛分布在25个省份，现
有品种 700多个，年产量在 4400万吨。目前，我国苹
果生产主要以小、微农户为主，种植面积在 5亩以下
的农户占 80%以上。种植规模小，获取信息渠道少，
抵抗风险能力低，面对市场的快速变化，果农很难找
到保证自己收入与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和手段。如
今，苹果期货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苹果期货市场的信息是公开的，近远期价格的
发展趋势很明朗，来年如何调整种植面积有了依据。”
栖霞市徐家洼村一位老果农对记者说，现在的年青
人，倒找钱也不愿种苹果，他们宁愿去城里打工，一天
的工资就是 200—300元，还管饭。农村留下来种苹
果的，大部分是上年纪的人，对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苹
果、种什么样的品种等不甚了解。种苹果，摆弄好了
还行，摆弄不好就亏钱，有时可能卖果收入不够化肥

与农药钱。同时，在新果下树后，果农的议价能力很
弱，主要原因是市场上没有一个合理、公平、公开的价
格标准，而没有价格标准的背后，是市场没有一个合
理、公平、公开的质量标准。

如何让果农安心种植苹果，是多年来困扰着三门
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下称二仙坡绿色果业）
总经理赵跃文的一个难题。

“有了苹果期货以后，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苹果还是青色时，我们就通过期货市场把苹果预订出
去，并给果农支付订金，果农种植苹果就可以安心
了。”赵跃文表示，有了期货市场当“月老”，2018年 6
月中旬，他们就给青苹果订下了“娃娃亲”。

记者在三门峡二仙坡苹果基地调研时获悉，
2018 年 6 月中旬，部分商贸公司与二仙坡绿色果业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在新果下树之际，依
托三门峡苹果主产区的区位优势和二仙坡苹果交割
库的优势，在现货市场采购符合期货交割标准的苹

果，并由二仙坡绿色果业负责前期的分拣、检验和入
库冷储工作，商贸公司则根据行情变化，择时在期货
市场进行相应操作。这引起了当地果农及果商对期
货苹果的兴趣，提高了他们对苹果质量和分级的重
视程度。

“目前，我们已经收购了数千吨达到期货交割标
准的苹果，正在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期货仓单注册，果
农们也早早收到了全部货款，再也不用为存果难、卖
果难发愁。很多果农表示，2019年会继续跟我们合
作，一些种植大户更是表现积极。”赵跃文说。

“2018 年，新果上市后，面对不断抬升的苹果价
格，我们心里乐开了花。2017年，我家最好的苹果只
卖了 2.8元/斤，而 2018年的收购价达到 4.2元/斤，我
很满足。有了期货苹果这个‘安心果’，2019年种植
苹果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再也不用发愁了。”三门峡
市陕州区一位老果农告诉期货日报记者。

种出期货苹果“安心果”果农稳收增收睡得香B

苹果期货功能发挥好

果农苦尽甘来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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