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地域广阔，天气条件也利于枣树生长，
2005 年以来，红枣产业在新疆得到长足发展。
初期，由于红枣种植经济效益良好，导致这里
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迅猛攀升，国内红枣市场结
构随之改变。当前，新疆超过河北、山东、河南
等传统产区，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品化红枣种植
基地。

新疆红枣种植面积与产量双双增加，但由
于需求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新增需
求热点少，很快，新疆甚至全国红枣市场就呈现
供大于求的格局。供大于求势必导致价格下
跌，枣农所收入也随之下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红福天果
品合作社负责人何军告诉期货日报记者，
2010—2011年红枣价格特别高，当时品质较好
的红枣 1公斤最高能卖到 40元，拥有几亩枣园
就是很令人羡慕的“富贵人家”，1 年收入 10 多
万元是很平常的事。如今，就不行了。很多枣
园不但不能让枣农实现发财梦，而且还需要投
入人力、物力去管理。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国内红枣价格持续走
低，如 2018 年一级若羌红枣均价不足 10 元/公
斤，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2018年秋冬收购季
红枣价格一度在 3—4 元/公斤，远远低于 5—6
元/公斤的种植盈亏平衡点。枣农收入得不到
保障，部分枣农甚至把枣园撂了荒。

枣价低迷，供需失衡是根本原因，它也是近
年来国内大部分红枣产区无序扩张的必然结

果。业内人士给记者梳理了当前国内枣市的痛
点：一是低价伤农，被迫砍树。虽然在调研时并
没有看到枣农因价低砍树的现象，但在疏密改
造的过程中需要砍掉不少成年枣树。当前，红
枣通货收购价处在成本线边缘，枣农利润微
薄。二是种植扩张，追逐产量，质量下降。在喀
什的若羌，这里优质红枣亩产为300公斤，而阿
克苏亩产最高可以达到 1000 公斤。红枣种植
热情高涨，但不少产区出现一味追求数量而忽
略质量的现象，红枣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问
题突出。三是市场没有统一标准，产区与销区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存在诸多的地方标
准、加工行业标准、食品行业标准与企业标准，
最终是枣农、贸易商等没有标准可依。四是信
息传播不畅，市场透明度低。目前，红枣市场缺
乏权威的数据发布平台和公开透明的报价，无
论是在红枣采摘与采购季，还是在纯销售的旺
季，价格均由农户和收购商、贸易商以及加工商
等在博弈中产生，市场各主体心理与市场价格
均不稳定。

特别是近年来，在买方主导的格局下，市场
信息不对称，直接挤压着枣农的收益，如产地的
交易方式还是“树下交易”。在新疆，每年都有
大批外地枣商涌入，串通价格、压级压价的问题
时有发生。“今天一个来问 8 块卖不卖，明天一
个来问 6 块卖不卖，后天再一个来问 5 块卖不
卖，农民就扛不住了。”一位长期关注枣业发展
的专业人士表示，一些枣商就是抓住农民急于

出售的心理来操纵价格。另外，枣贱伤农的同
时，对收购商、加工商也是考验。如果哪一年没
看准，收购商与加工商就会因预付枣款和垫付
大量人工资金而赔本儿。

红枣产业遭遇到明显的发展瓶颈，新疆部
分产业企业也在想尽办法应对，红福天果品合
作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何军介绍，十
三团党委大力支持个人创办红枣加工企业，鼓
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合作社，大力促进红枣生
产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据了解，红
福天果品合作社成立后，主要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职工”的产业化模式，与种植基地、种
植职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规模化运作、抱团式
发展，推动红枣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合作社社
员有180多户，100余户与合作社签订了长期稳
定加工协议。为了吸引更多职工入社，到红枣
收获季节，何军和已签订稳定加工协议的种植
职工商量，以5元/公斤的保底价入合作社厂内
交货，预付收购款，并在红枣初加工后，由合作
社统一销售，按照实际销售价格给职工结算剩
余资金。

“目前，合作社效益较好，入社的职工也
越来越多。”何军说，新疆红枣种植面积很广，
只靠一个合作社解决不了市场的大问题，红
枣产业要想长期良好发展，高品质化、标准
化、规范化和规模化等必须搞起来，要在新疆
红枣市场进行“红枣走出去、新思想新模式引
进来”的行动。

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遇到瓶颈A

新季红枣产量高质量降且价格跌

11月采摘旺季之前，红枣期现货价格一直
表现低迷，近几日才有所起色，这虽然和新疆有
关机构对今年产红枣、核桃等实施托底收购政
策有关，但具体到红枣市场，今年高等级红枣占
比下降是主要因素。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今年新疆红枣产量
仍较高，但质量下降，开秤以来的收购价也不及
去年，如阿拉尔当前的通货收购价就低于去年
1元/公斤以上。预计今年红枣丰收，市场供大
于求，开秤价格难逃下跌命运。

“去年，阿克苏质量稍差的红枣卖 5 元/公
斤，阿拉尔与图木舒克一级红枣收购价在 8—9
元/公斤，而今年大丰收，收购价下降。”阿拉尔
的一位枣农告诉记者，今年，高品质红枣占比下
降，裂枣、黑头枣等低等级红枣增多，这可能是

“期货枣”等品质要求较高的红枣价格上涨的主
要原因。

天气情况显示，由于前期出现持续降雨，阿
克苏、阿拉尔等地红枣裂果比例高于往年，如阿

拉尔初步估计有 10%的红枣出现裂口，这造成
今年新疆部分产区红枣质量不及往年，也令可
供期货交割的红枣数量减少，进而对枣价形成
支撑。

记者在农一师三五九旅四十一团一个 40
亩的枣园调研时发现，这是一个实现了种植标
准化、规模化的枣园，种植的品种为灰枣，采用
矮化密植技术，红枣株距和行距缩短到 1 米，1
亩枣树有 200 株左右，亩产估计在 800—900 公
斤。这个枣园10月24日开始大规模采收，人工
成本在0.5元/公斤。由于在红枣生长后期当地
雨水较多，黑点红枣和裂口红枣占 10%—15%，
而去年仅为3%，但今年红枣个头和肉质稍好。

在阿拉尔的一个红枣加工厂，记者了解到，
该厂在红枣收购旺季来临后，雇用来自河北沧
州、山西等地的工人 700人，其中 500人为熟练
工、200人为辅助工，主要任务是分拣经机器初
步加工后的红枣。目前，新疆有关机构对加工
产能超过 3000 吨的红枣加工厂的补贴为 0.18

元/公斤，部分引进全自动生产线的加工厂，人
工成本在0.3/公斤左右。

“近年来新疆有关机构为了扩大红枣就地
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已协调相关金融机
构，如农发行、国开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对
加工厂进行资金支持，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一
些符合特定条件的库存红枣，还可以质押贴息、
免息优惠。这将有效改变新疆红枣被河北、河
南等地的枣商大量收购并外运加工的格局，解
决疆内加工厂无力购买红枣的资金困局。”何军
告诉记者，今年新疆当地加工厂收购红枣的数
量将大幅增加，红枣市场流通格局也会发生变
化。

对红枣期货仓单成本进行测算，主要费用
及环节如下：前提是以4元/公斤的价格收购原
料红枣，成品率为 80%，其中特级红枣占 10%，
一级红枣占20%，二级红枣占35%，加工费为1.5
元/公斤，纸箱内衬及包装成本为 0.5 元/公斤，
这样加工出来的通货二级红枣成本在7.5元/公
斤，再加上1.8元/公斤的相对一级红枣的贴水，
最终一级红枣期货交割品为9.3元/公斤。如果
收购的红枣价格高、成品率和二级枣占比小，那
么红枣期货仓单成本就较高，如 4.5 元/公斤的
原料红枣对应的一级红枣期货盘面价格在 9.8
元/公斤。以 11 月 1 日起按“优质优价”原则进
行托市收购的原料红枣价格来推算，红枣期货
仓单成本会更高。

新疆红枣市场资深分析人士黄李强认为，
当前还有较多的枣农、合作社及期货投资者还
没有完全弄清楚现货红枣与期货红枣之间的差
别与联系，很多时候，他们总是以现货市场传统
的质量标准与贸易眼光来分析期货盘面的涨
跌。实际上，红枣现货与期货的质量标准存在
较大差别，而且现货要想来个“华丽转身”成为
期货仓单，是要经过“精心梳妆”的，而这，需要
成本。很多人只看见了两者的价差，却没有看
到里面的风险与质量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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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疆红枣开始大量上市，为了保障枣农收
入，当地有关机构与产业企业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其
一，在有关机构的支持下，新疆当地的果业企业自 11
月 1 日起，按照“优质优价”原则进行托市收购。据期
货日报记者了解，和田骏枣优质统货最低收购价为 10
元/公斤，和田灰枣优质统货最低收购价为 8.5 元/公
斤，托市收购时间截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其二，部分
产业企业与红枣种植合作社利用红枣期货进行卖出套
保操作。在保证枣农利润的前提下，择机在期货盘面
抛售，利用金融工具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在往年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多方共赢持
续发展的基础上，今年合作社围绕红枣期货大做文章，
一方面是为了推动产业的品质化、规模化与标准化发
展，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销售、定价、融资等发
展瓶颈。”何军告诉记者，红枣产业企业特别是拥有种
植合作社的产业企业，是一个串联红枣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的平台，在建立利益链、提升价值链、延长产业
链、提高附加值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红
福天果品合作社正在向产业下游延展，通过与相关企
业合作，至今已经拥有 3 个红枣加工中心、1 个农资综
合服务中心，成为集种植、加工、销售、仓储于一体的龙
头企业。随着红枣期货的上市，他们正在考虑利用期
货仓单质押进行融资，预计不但可以缓解现金流问题，
而且可以强化多赢模式。近日，该合作社通过红枣期
货与数家投资机构签订了仓单购销合同，双方预定的
红枣收购价格比较令人满意。

在调研中记者发现，红福天果品合作社之所以敢
和投资机构签订红枣仓单购销合同，主要得益于该合
作社在红枣期货上市前就“枣枣”地做好了期货功课。
在红枣生长过程中，合作社对社员所属枣园实施统一
测土配肥、统一田间管理、统一集中用药、统一供应农
资、统一采收、统一加工销售的“六统一”管理，主要目
的是提高红枣产量和品质。与此同时，合作社还定期、
不定期地聘请技术人员、农业专家来枣园指导枣农进
行修剪、管理、施肥、用药，严格按照生产标准管理，有
力推进了红枣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进程，尽
量保证红枣品质的一致性。这为该合作社生产的红枣
顺利进入期货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何军介绍，结合红枣期货交割标准，他们还制定
了红枣产品标准、加工生产标准，并积极与郑商所、证
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等机构进行对接。在合作社的
红枣加工车间，记者发现，光加工标准就涉及很多具体
的指标，如等级筛选规格（每个级别纵径、横径，平均单
果重量、每公斤颗粒数）、各等级含水率、农残数值等。
另据了解，新疆有关机构正在统一整合红枣加工生产
工艺，且不断淘汰工艺落后的作坊、杜绝简单不彻底的
加工，大力发展高效、统一的加工生产体系，督促产业
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目前，新疆很多红枣产区正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创
新经营模式等来助力产业稳定发展，这利于市场机制
的充分发挥，也利于广大枣农、合作社与产业企业重视
对红枣期货工具的应用。

来自阿拉尔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信息显示，通过
多方努力，加上市场机制灵活，小小的红枣成为了产业
园里有名的“致富果”。据了解，自创建现代农业产业
园以来，阿拉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红枣产业，布局
建设国家级红枣交易市场强引领、争创全国红枣产品
优势区提品质、建设红枣期货交割库促提升、落实红枣

“期货+保险”建机制，为实施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一些枣农表示，以前种植红枣觉
得结果越多越好，使劲加密枣树，大量喷洒化肥农药以
达到高产目的，只种不管，产量是上来了，但卖不上好
价钱。为了切实帮助群众致富，阿拉尔创建现代农业
产业园，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基地+职工”“保险+
期货”等利益联结机制，带领群众蹚出致富新路子，这
让“红枣成熟时枣农开始发愁不知卖给谁”以及“还要
费口舌与客商讨价还价”等问题迎刃而解。

另据了解，新疆红枣产业龙头企业聚天红果业公
司还以建设国家级红枣交易市场和红枣期货交割库
为抓手，开展红枣收购加工销售、仓单质押等业务，他
们今年年初在红枣期货市场进行了交割，价格在 10.1
元/公斤，较去年的销售价格提升近30%。

利用金融工具拓展销售渠道C

新疆红枣调研：

“枣枣”做好期货功课 市场眷顾勤奋人家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下，期货日报和上海市期货同

业公会联合，于10月13—19日在新疆举办了“2019年
期货风险管理公司新疆棉花红枣产业调研暨培训”活

动。调研过程中，我们对近年来红枣市场供需状况、枣

农种植收益、企业经营风险以及我国红枣产业发展趋势

进行深入了解，发现部分产业企业已经“枣枣”做好了期

货功课，开始通过红枣期货进行卖出套保。特别重要的

是，红枣期货合约交割标准贴近市场实际，具有较强的

前瞻性，加上利用期货工具稳定经营、融资等理念被引

入，红枣期货在促进未来国内红枣产业向标准化、规范

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被寄予了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