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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出现四大变化

苹果 新格局正在形成中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正值陕西、山东、河南、甘肃及辽宁、山西

等重要苹果产区新果上市旺季，新果现货收购

价一路上涨吸引了市场目光。10月 12—17
日，由期货日报组织的部分苹果期货分析师对

陕西和烟台的重要苹果产区进行了市场调

研。从调研情况分析，今年国内苹果市场出现

了四大变化，新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中。

根据期货日报记者在陕西、烟台的调研情
况，再综合所了解到的甘肃、河南、辽宁、阿克
苏等苹果产区的生产形势可以发现，今年我国
苹果总产量略有下降，估计幅度为 5%—10%。
其中，西北产区苹果果面好，商品率高，减产。
东部地区果面多果绣、黑点等，颜色和亮度尚
可，商品率下降，增产。而从当前的入库量和
入库结构来看，形势尚不明朗，总体入库量进
度不快，但估计总量不会太少。另外，由于当
前产区苹果价格较高，产销区价格存在倒挂现
象，这让低档果需求趋旺。从果商心理来看，
受今年优果数量减少的影响，果商看好后市价

格，但这取决于前期二三级果走货是否通畅。
据专业人士介绍，作为季产年销的生鲜水

果，苹果上市时期的入库存储量和存储结构至
关重要。一般来讲，入库量与价格负相关。入
库结构中果商和果农占比是一个重要指标，若
果农占比高则议价能力弱，反之果商占比高则
更容易挺价。

从当前新果的下游需求情况来看，商超果、
直销果需求增长较快，品牌果销售价格较高，专
业苹果销售商等来产区直接采购的数量增加，
也给得起高价。从苹果出口现状分析，陕西苹
果价格较高，出口受阻明显。烟台苹果出口地

区减少，当前的主要出口地区为菲律宾、马来西
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中小果为主。

从可以达到期货交割标准的苹果收购成
本等来看，可交割苹果收购价为3—3.5元/斤，
3.2元/斤为主流价格，大部分收购上来的统货
出交割果的比率在80%左右。

不过，霜降节气过后烟台苹果的集中上
市、收购价突然下滑、入库量预期转为“炸库”
更令广大期货投资者感到市场“无常”，近日特
别是 10 月 22 日以来的苹果期货价格走势就

“变化无穷”。据专业人士介绍，当前苹果下游
需求仍不尽如人意。

全国市场供需基本平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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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苹果上完色，新果销售就开始了，我们这里
流行销售树上果。”在陕西白水县、洛川县、富县等地，
期货日报记者不断听到果农这样的介绍。不过，今年
部分果农按照常年形成的规律销售树上果却吃了不少
亏，主要是国庆长假期间当地苹果价格出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从记者的调研情况来看，今年陕西苹果减产，整体
减产幅度为 10%—15%。其中，白水县减产幅度较小，
在10%左右；洛川县与富县减产幅度偏大，两县部分地
区减产幅度在30%左右，极个别果园还存在绝收现象，
主要集中在雹区。

分析陕西苹果减产的原因可以发现，一是 4月下
旬当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冻害，虽然冻害没有像 2018
年那样严重和范围广，但也对低洼地带的果园造成了
实际损害。二是当前苹果产区普遍缺少劳动力，个别
果园缺乏管理，导致苹果产量下降。三是个别地区雹
灾严重，如富县小部分地区果园绝收现象较为突出。

在与部分果商和冷库沟通时记者了解到，白水、洛
川、富县周边苹果产区也存在减产现象，如黄陵县减产幅
度比较大。与此同时，甘肃等地苹果减产也较为明显。

目前，陕西苹果已基本下树完毕，产区到处是收购
苹果的摊位。从收购方式来看，陕西苹果销售主要采
用树上销售与采摘后在果园就地销售两种方式。整体
来看，陕西苹果基本上在果园就被收购完毕，但也有部
分大果农自己把苹果运往冷库储存起来。预计陕西苹
果入库量会持续增长，总量可能不及常年平均水平，大
果农、果商存有赌后市价格上涨的心理。

从陕西苹果的外观来看，新果的色泽较好，果面明
显好于往年，整体质量较好。

部分果农告诉记者，国庆节前陕西白水县等苹果
树上销售价格为 2.3—2.4元/斤，国庆节期间很快提高
到了 2.7—2.8元/斤，随后又稳步上涨到 3—3.6元/斤，
其中 70果、80果起步统货价格，与半商品果价格存在
较大差异，最终的优果率与商品率也不同。今年陕西
苹果价格高于往年0.6—1元/斤，果农较为满意。

站在果商与冷库的角度分析，由于苹果价格高开，
大量收购苹果存在一定风险，但不收又不行，主要是今
年的收购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抢购现象，优果较为抢
手，次果价格也得到了较强提振，上调到 1.6—1.8
元/斤。

陕西苹果：
减产确定、优果率低、价格高开A

在今年苹果疏果时期，由于出现了倒春寒等不利
于苹果生长的天气，烟台果农普遍加大了树上苹果的
留存量，最终使得烟台地区苹果套袋量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部分地区的增幅达到15%。不过，从期货日
报记者在栖霞、招远、莱州等地的调研情况来看，今年
烟台新果果径普遍较小，烟台苹果总产量不及预期，估
计与去年持平或略增。

从烟台地区已下树的新果果径、果面斑点、果绣等
情况来看，今年烟台地区苹果的优果率低于正常年份，
主要是果绣多、黑点多、果面洁度不够、个头小。与此
同时，烟台地区还出现了数量较大的雹打果。其中，部
分产区去年 80果一二级占比在 50%—60%，而今年只
有20%—30%。

目前，烟台地区苹果处于集中上市期，果农销售苹
果的方式与陕西地区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是采取运往
批发市场或果商、冷库收购网点的方式销售，以质论价
或倒桶销售。

由于烟台苹果是在国庆假期后才开始上市，受陕
西等地苹果开秤价较高的提振，加上新市场主体的介
入，今年烟台苹果开秤价较高。据记者了解，上市初
期，烟台地区的苹果收购价为2.6—2.8元/斤（80果一二
级，下同），3天以后就上涨到了3—3.2元/斤。此外，记
者在数个苹果批发市场调研发现，85果条纹的收购价
最高为4.5元/斤，2001品种果的收购价为6元/斤左右。

从烟台地区果农积极出售苹果的态度来看，高开
的苹果价格让他们十分满意，部分果商还积极租库囤
积苹果。此外，由于霜期即将来临，烟台地区苹果上市
量增长较快，但冷库的入库量并不理想。

烟台苹果：
产量略增、好果较少、果农增收B

期货日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今年新果开
秤价较高，甚至让很多果商与果农摸不着头脑，
找不到上涨的原因。从部分专业人士的分析来
看，新果价格高开高走，起初主要是受到了苹果
产量与质量不及预期的提振。随后，由于较多
的果商在陕西等地收不到价格合适的苹果，转
而把采购对象定为了烟台苹果，如此一来，又不

断带动烟台苹果价格走高，最终令国内新产苹
果价格整体处在高位。在这种情况下，山西、辽
宁苹果价格也得到了提振，往年收购价格只有
1.5元/斤的纸加膜苹果涨至2元/斤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烟台部分苹果批发
市场发现，来自河北等地的梨商收购苹果较为
积极，这些梨商主要以收购质量稍差的统货苹

果为主，收购价格在 2.2元/斤左右，直接倒桶
作业，收购量较大。与此同时，部分蒜商、姜商
也大举涌入苹果市场来“搅局”。目前，国内大
蒜与生姜价格涨势明显，很多蒜商、姜商通过
收购与囤积这两种商品挣了钱，而受挣钱心理
驱使，即使他们对苹果市场不是十分了解，但
仍愿意介入这个市场来开拓业务。

新产价格整体处在高位D

从当前苹果市场各主体的心态来看，中小
型果农对收购价格比较满意，以积极出售新果
为主，基本上不会考虑自存入库，部分大果农
愿意租库储存一些苹果赌后市。为了稳定下
游市场，苹果贸易商与冷库等不得不收购一定
数量的苹果来保证供应，普遍存在担心价格下
滑心理，边收边看的心态明显。而对于商超果
商、直销果商、品牌果商来说，积极收购并囤积
优果是必须的，他们的心态是价格合适就多
收，不合适就观望一下再决定。此外，对于拥
有较多资金的新增果商而言，出于对市场流动
资金宽松和农产品通胀预期较强的考虑，其持
有适量收购以待涨价的心态。

据专业人士介绍，针对未来苹果价格的发
展趋势，今年苹果的最终入库量将决定苹果价
格的涨跌趋势，而入库结构则将决定苹果价格
的涨跌节奏。从当前的入库量与入库结构分
析，未来优果优价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

时，广西等地沙田桔的产量与价格的涨跌也会
对苹果价格形成较大的影响。

在蓬莱市的数家苹果收储与贸易企业调
研时记者发现，他们的收购量同比下降较多。
虽然果商租库量增加，但收购量并没有同步大
幅上升，主要原因是随着收购价格走高，部分
果农惜售。不过，苹果不可能永远挂在树上，
在价格略有松动后，烟台很多苹果产区出现了
集中上市现象，收购量也开始放大。而从收购
上来的苹果质量分析，达到期货交割标准还需
要再次分拣，果锈多、雹打果多也会增加人工
成本。

近几日，国内苹果市场心态更为复杂，不
同地域市场心态也存在较大差异，果农与果商
惜售等价、谨慎收购、囤货待涨、高价拿货等心
态均存在。

综合来看，苹果减产的陕西、甘肃等地果
农、果商主要持有惜售等价、囤货待涨等心理，

同时拥有较好商超、品牌果品专业店、企业福
利果渠道的果商与冷库则偏向于多收购优果，
且愿意长时间存放、等价格上涨时分销。在产
量增加的烟台苹果市场，果农出售积极，果商
与冷库态度则有所分化，一部分果商与冷库持
谨慎收购心态，一部分果商与冷库出于优果率
低、河北等地梨减产严重、进口优质水果减少
等考虑而愿意多收购一些苹果。对于走高端
市场路线的果商来说，价格从来不是第一需要
考虑的要素，只要果子好，每斤收购价高出市
场1—2元也无所谓。

一位主要面向上海地区供应苹果的果商告
诉记者，虽然今年价格比去年高0.5—0.7元/斤，
但今年计划的收购量不变，当前收购入库的苹
果打算在明年春季销售。来自南昌的一位果商
说，按3.5元/斤的价格大量收购80条纹果肯定
亏不了钱，经过连续10多天在产区摸底，他认为
未来优质苹果价格具有上升空间。

入库量决定价格的涨跌E

莱州天赐宝物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卓芳屹
表示，处在苹果流通中间环节的果商和冷库今
年明显感到钱不好挣了，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价
格被低估的苹果“消失”了。由于苹果期货价
格的引导与期货价格信息的广为传播，加上新
的市场主体的不断介入，近年来在新果上市时
期，果商和冷库必须通过在产区早布点、多布
点、勤跑腿等才能收购到一些具有价格优势的
苹果，市场出现的新变化逼着果商在全国范围
内寻找价格洼地。

期货日报记者在苹果批发市场调研时发
现，大果农与很多果商的手机里下载有期货行
情软件，在买卖苹果时随时会关注苹果期货行
情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营销计划，如价
格、数量与介入时间等。部分果农告诉记者，
与以往随大流定价、看别人定价相比，现在出
售苹果时定价更为合理了，主要是可以得到的
市场信息多了，出售苹果时心里有了底。

“和超市、连锁类果品专业店供货谈合同、
发货时大家有了共同的均认可的质量标准，一
方面减少了双方的分歧点与问题，另一方面简

化了合同制定的程序，这是苹果期货功能发挥
之一。最重要的是依照苹果期货交割标准，自
我们对众多苹果代办商、果农进行质量标准与
等级分拣标准培训以后，公司收购上来的苹果
质量整体得到了提高，不合格苹果数量大幅下
降，还节省了人工成本。”齐鲁泉源供应链有限
公司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苹果期货标准在引
导果农按照市场需求标准进行果园管理和苹
果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整个市场
的质量意识与标准意识。

一位在泉源公司冷库出售苹果的果农说，
运来的 10大桶（一桶 100斤左右）苹果共拣出
了 7个不合格果子，这让他很满意。因为在新
果上市前，代办员召集他们进行了多次苹果分
级培训，心里有了一杆秤以后，在苹果下树时
他就把果子分等进行存放，出售的苹果与出售
的对象自然也是有针对性的。由于出售的苹
果整体质量好，这家公司还奖励了他100元。

另据记者了解，陕西华圣、莱州天赐宝等
公司作为郑商所苹果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及服
务实体经济“产业基地”，近年来还以实现农业

产业化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其自身在苹果产
业链的优势，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模
式，如通过“龙头企业订单+银行+保险+期货”
等方式，借助金融要素嵌入全产业链，解决了
苹果产业上游种植农户面临的小、散、弱的风
险。此外，投资机构等还通过匹配金融产品全
面服务果农、龙头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并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综合效果。

综上所述，今年国内苹果市场出现了四大
变化：一是不同产区新果产量、质量差异较大，
优劣果价差放大。二是新季苹果的收购、流通
与销售模式发生改变，将导致新果的库存结构
等发生改变，对未来苹果价格涨跌的作用增
强。三是新的市场主体介入较为积极，新果价
格涨跌的不确定性增大。四是在期货市场的
引导下，国内苹果市场价格更为透明，信息不
对称等现象逐渐消失，新果价格常常被低估的
现象不复存在，果农收益有了保障，同时苹果
期货标准被市场逐渐了解，有利于推动国内苹
果的标准化建设，也为国内苹果产业长期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打下了良好基础。

被低估的苹果“消失”了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