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对于苹果贸易商来说，减产为其提
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但波幅较大的苹果价格
也让市场处处充满风险，一不留神他们就会遭
受损失。2019 年，学会利用期货新工具等来规
避风险已成为贸易商的最大心愿。

贸易商之一：任海峰。陕西省咸阳市淳化
县胡家庙沟里村的任海峰经营苹果已有9年，据
他介绍，近两年经他手销售的苹果数量不到前
几年的三分之一，年毛收入在 20 万元左右。近
年来，由于苹果价格高，销售慢，经营苹果基本
没有利润。2018 年，当地苹果产量低、价格高，
他仅收购 15 万斤，市场也比往年疲软。至于苹
果期货，他还不了解，他希望后期苹果市场越来
越好。

贸易商之二：宋凯。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十里塬宋家村的宋凯经营苹果生意 10 多年，年
毛收入在50万元左右。从其经营利润变化情况
来看，由于出口很少，订单不多，仅靠内销，每年
利润变化不大。正常年份，在新果下来时，他主
要根据上年价格来定收购价。2018年不良天气
导致苹果产量降低，收购价比往年同期高一倍，
但走货却比往年慢了很多——往年虽然价格变
动不大，但起码走货稳定。他说他至今还没有参
与苹果期货业务，未来想先学习苹果期货知识。

贸易商之三：刘守欣。山东省栖霞市松山
街道汉桥村的刘守欣做苹果生意已有 20 年，年
经营量有300—500吨，小日子过得挺好，不过近
年来经营利润逐年下降让他十分担心。

2018 年新果上市时，他预判市场价格会比
较高，主要依据是苹果受灾减产严重，特别是优
质苹果数量少。新果上市后，市场价格高开高
走，优质果价格更高，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市场
走货不顺畅，主要原因是进口水果较为便宜，加
上南方地区部分水果品种丰收，价格低廉，对苹
果市场造成冲击。他认为，如果苹果销售量一
直上不去，后期价格仍可能回落。

2018年刘守欣收购了350吨苹果，收购价格
4—4.5元/斤。他说，从销售情况来看，市场对国
标三级果的需求较为强烈，质量稍差的国标一、
二、三级通货比较好卖，质量稍好的国标一、二
级的精选优果价格较高，市场接受不了。当前
的市场状况与 2017 年差不多，但存库量没有
2017年大。

刘守欣在与期货日报记者交流时表示，在

苹果期货上市初期，他觉得苹果期货标的物定
得不切实际，交易起来不好操作。不过，在对苹
果期货进行深入了解后，他改变了看法，感到期
货市场的确在引导现货市场向规范化、品质化、
标准化方向发展，同时也在引导现货市场价格
有序涨跌，如2018年就给果农带来了较好收益。

“苹果期货上市以后，现货市场出现了跟着
期货标准走的现象，市场价格提升，特别是果农
认识到质量好能卖好价钱，这有利于引导果农大
力发展优质果。”刘守欣说，今后将积极参与苹果
期货业务，通过苹果期货市场找到一条销售渠
道，一方面降低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增加收入。

贸易商之四：罗万标。广西南宁的罗万标
经营苹果买卖业务 20多年，经常把国产苹果出
口到越南、缅甸，近年年均营业收入约 60万元。
2017年他的苹果经营量为353吨，2018年收购存
储苹果数量为257吨。2018年新果上市前，他预
计苹果收购量为 2017 年的三分之二，收购价估
计高于往年不会太多，毕竟现在可以替代苹果的
水果品种多，同时近年来现货市场走货也比以前
慢。但没有想到的是，当年苹果价格高开高走。
由于苹果价格偏高，他对市场后期消化的苹果数
量有些担忧，主要是国产苹果出口的价格优势下
降，以及国内外市场水果种类较多。

“苹果期货上市初期，我认为价格大幅波动
都是投机者乱炒作的，对苹果产业没有多大推
动，但从目前来看，苹果期货对整个产业的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市场信息更透明，苹果质量标
准更明确，果农、贸易商有了清晰的定价依据。”
罗万标说，今年他将深入了解苹果期货，积极参
与苹果期货交易，通过期现结合等保证经营利
润稳定，同时增添更多的销售渠道。

贸易商之五：石刚。“我们公司是一家集苹
果生产、收购、加工、冷藏、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
民营企业，近年来，我们的苹果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为2235.8万元，利润
为 245.55 万 元 。 2016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到
3918.56万元，利润为430.53万元。2017年，销售
苹果6200吨，营业收入4560万元，利润为512.12
万元。其中，外贸出口 2500 万元。”陕西省白水
县康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石刚告诉记
者，苹果期货为贸易商确定苹果买卖价格提供
了重要参考，使得供应商、种植大户、合作社等
能够合理安排生产，有利于经营者开展苹果套

利保值交易，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据石刚介绍，2018年清明节前后，当地出现

了倒春寒天气，多个果园遭遇霜冻灾害，苹果产
量、质量均下降，价格上涨。但由于公司及时关
注苹果期货的价格走势，提早察觉到市场将要
发生的变化，采取了有效的收购措施，因此在当
地苹果入库量较往年明显偏低，好货偏少，价格
偏高，果农惜售心理较重等多种原因导致苹果
收购进度始终落后往年的情况下，公司仍以3—
5元/斤的价格收购苹果约500万斤，

“我认为苹果市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苹果
销售难。苹果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稳定增
加，生产布局向优势区域集中趋势明显，产地区
域间价格分化严重。”石刚认为要从种植环节着
手来提高苹果质量。期货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可
以帮助果农树立“优果优价”的理念，果农可以
根据苹果期货的交割标准进行精细化管理，实
现收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在生产经营上通
过“保险＋期货”“期货+订单”等创新模式的应
用，可以保障农民收益稳定。苹果期货上市后，
果农通过了解期货交割标准，提高了对苹果质
量的认识，现在更愿意提高种植技术水平，以及
合理施肥、施药。

据石刚介绍，2018 年他们公司在盛隆苹果
期货交割库注册了 30 张仓单，利用仓单融资打
破了传统的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思维模式，盘活
了企业资金，增加了企业投资机会。同时，融资
成本低，程序简单，速度快，利息少，有利于企业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解决了中小企业担保难、
抵押难的贷款问题，促进了金融创新，是中小企
业解决融资难的重要举措。

部分苹果贸易商告诉记者，苹果期货可以
让他们更好地管理风险。在苹果期货没有出现
之前，苹果现货价格波动剧烈，由于缺乏风险转
移平台，贸易商只能通过缩小采购规模将价格
风险转移给果农。苹果期货上市后，一方面贸
易商可以通过套期保值稳定经营利润，有利于
保障正常采购，保护农民利益；另一方面果农可
以通过“保险+期货”规避价格风险，稳定种植收
入。此外，苹果期货为产业企业提供了融资新
渠道。此前，苹果贸易企业规模小，资信水平不
足，融资难度大，难以扩大采购规模，而在苹果
期货上市后，有越来越多的像康丰果业一样的
产业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

五位贸易商经营有好有坏 对期货的认识有深有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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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期货助力贸易商搞好经营
降低了成本 获得了较好收入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近年来，国内现货市场苹果价格波动较大，收购

商、贸易商面临融资难、销售难等问题，一年辛辛苦

苦经营下来往往挣不了几个钱。那么，在苹果期货

上市一年多后，收购商、贸易商是否学会利用期货工

具助力其经营呢？生存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

日前，期货日报记者深入山东、河南、陕西等苹

果主产区调研后发现，在苹果期货的引导下，国内苹

果现货市场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苹果收购商、贸易商

虽然生存依旧艰难，但通过积极学习新知识、使用新

的市场工具，转变了经营思路与模式，降低了经营成

本，扩大了经营范围，获得了较好的收入。

2018年，部分苹果产区遭遇较为严重的自然
灾害，苹果产量、质量下降，尤其是优果率大幅降
低，最终使得 2018 年新果下树后收购价大幅高
开，苹果收购量、库存量均低于往年。更为重要的
是，由于苹果价格偏高，苹果销售量与往年相比出
现了下滑，特别是高档果走货缓慢。

第一，减产提振了苹果价格，增加了贸易商的
收购成本。

部分产区果业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陕西苹果减产 35%，其中洛川、黄陵等地减产
40%，优果率降幅较大。业内专业人士认为，虽然
陕西省的减产幅度只有 35%，但考虑到统计产量
时包括了落果等价值较低的苹果，因此用实际贸
易量这一指标来衡量市场状况则更具有参考价
值，如 2018年陕西苹果实际贸易量估计在 300万
吨。另据了解，由于部分地区减产较为严重，果农
收获的苹果较少，无法在减产背景下通过提高售
价改善收益，损害了果农管理果园的积极性，可能
会影响2019年的优果率。

期货日报记者从部分贸易商那里了解到，
2018 年陕西苹果质量差、数量少，满足入库条件
的苹果更少。受苹果减产影响，2018年陕西苹果
开秤价较高，部分贸易商考虑到消费者接受能力
有限，加上担心后期销售价格滑落而主动缩减了
入库规模。

从甘肃省2018年苹果市场情况来看，该省苹
果减产 20%—30%，略低于新果下树前市场预估
值。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甘肃省新增苹果种植面
积较大，新栽果树逐渐进入盛果期，新增产量有效
补充了总体产量。二是甘肃省苹果边花开花时间
较晚，在预估减产情况时，未能将边花数量计算在
内，造成预估减产偏高。

从河南、山东等省份来看，虽然 2018 年其苹
果产量降幅低于陕西，但苹果质量下降，当年苹果
开秤价普遍较高。

部分贸易商告诉记者，2018年国内苹果现货
市场出现了很多与往年不同的情况，主要表现为
地区价差、质量价差逐渐消失，收购成本普遍增
加、果农库存略有增加与贸易商库存减少等。

第二，贸易商对苹果后期走势预期分歧较大。
据记者了解，2018年陕西苹果开秤价较往年

上涨 30%，部分地区收购价由 2017 年的 3.2 元/斤
上涨为 5元/斤，涨幅高达 56%。虽然在新果下树
前贸易商存在价格上涨的心理预期，但最终涨幅
还是超出了预估。

部分贸易商表示，按照2018年陕西省苹果开
秤价推算，注册苹果期货仓单成本在 12000—
13000 元/吨，较山东省高出 1500 元/吨左右。此
外，往年苹果收购价呈现开秤时最高、后期逐步滑
落的态势，但2018年产区苹果收购价至今仍未出
现明显松动，一是早熟苹果后期价格未有明显下
滑，这为晚熟苹果收购价提供了支撑；二是销售端
价格依旧坚挺，超市订货数量没有因价格上涨而
缩减。

不过，针对后期苹果价格走势，贸易商们的
看法存在较大分歧。部分贸易商较为看好后市，
他们认为，从当前苹果库存来看，预计陕西省苹
果有可能在 3 月实现清库，届时现货价格将迎来
高点。还有部分贸易商则认为当前的高价不可
持续，消费者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未来苹果价
格会下滑。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收购价抬高导致
出口企业缺乏竞争优势，部分出口苹果将滞留在
国内，挤占国内消费市场。二是与超市相比，批
发市场价格更具代表性，有较强的传导作用。虽
然超市采购量没有缩减，但就大宗批发市场走货
情况来看，高价导致需求明显减少，后期影响将逐
步显现。

减产导致成本增、价格高
及库存低、走货慢A

“2018年新果下树后，市场上大通货苹果少
了很多，果农出售的苹果基本上分好了等级，出
的价低根本收不到货。”陕西省苹果贸易商林卫
忠告诉期货日报记者，2018 年果农卖苹果时比
往年精明了很多。往年很多果农不分好坏地把
苹果混在一起出售，这为贸易商收购后通过再
分拣提高苹果附加值提供了机会，而 2018 年这
种机会太少了。

在部分苹果产区调研时记者了解到，在国
内苹果现货贸易中，苹果一般分为“果农货”和

“果商货”。其中，“果农货”一般是按照果径分
类的通货，除大小外无任何区分标准，好货、差
货混在一起，一货一价。“果商货”是在“果农货”
的基础上再进行简单分类，标准则是根据当季
苹果质量情况机动变化，如当年优果率高则标
准较为严格，优果率低则较为宽松，销售时再根
据买方要求精细化分类整理。

在此市场状况下，苹果市场没有一个明确
的标准，加上贸易商等随时根据市场供求态势
浮动变化苹果标准，一方面令苹果现货价格波
动较大，不同产区菜果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市场
很难寻找到一个权威的价格风向标；另一方面
由于分级不严格，果农采摘后通常将低、中、高
档苹果一起打包出售，贸易商只能根据自身经
验确定收购价，同时不同的贸易商对同一货物
的出价也有很大差别，果农很难寻找到较为准
确的价格作为参考依据，只能根据贸易商的报
价评估苹果价格，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造成果
农在出售苹果时因为混有较少的差果而影响整
批货物的价格。

林卫忠表示，如今有了苹果期货，不但让果
农种植苹果、卖苹果时对价格与等级区别心里
有了底，而且让贸易商收购、储存、销售苹果时
对质量、收购标准与预期收入心里也有了一杆

秤。更重要的是苹果期货上市以后，市场标准
与价格信息变得透明了，原来市场上贸易商和
果农之间较为明显的“主仆关系”逐渐淡化。

“2018 年新果还没有下树我们就对公司员
工，以及周边与公司有业务合作的果农进行了
苹果等级区分和挑选的培训，新果下树后，不用
特别叮嘱，果农就会自觉地把苹果分等分级，我
们收购时省心了很多，收购的苹果质量整体上
提高了很多。”河南省三门峡市二仙坡绿色果业
有限公司赵跃文说，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正确引领，离不开用智
慧改变农业这个渠道，离不开农产品质量、价格
的标准化。苹果期货的推出，为国内苹果市场
提供了一个权威可靠的质量参考标准，在现货
市场贸易中能够大量减少果农与贸易商之间对
质量判定方面的纠纷，有利于加快苹果收购、入
库、运输、销售的速度。

苹果期货引导 贸易商和果农关系更融洽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