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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囤囤族族””，，

一一个个节节点点撬撬动动菜菜价价
文/本报记者 董惠 李涛 片/本报记者 吴凡

2009 年，水宜生又凭借机领先的高科技专

利水处理技术开发出用于“厨用和沐浴”的健

康水处理产品——— 水宜生·除氯宝系列，他能

有效去除水中余氯、去除水果蔬菜残留农药，

还能随时造出弱碱性、负电位、高含氧的健康

好水。一经上市便广受追棒！水宜生上市场三

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客户对水宜生的关爱，

水宜生特别面向水宜生用户开展“幸运 99，健

康 100 分”健康用水体验活动，倡导大家从家

里的水源头开始注重饮水健康。

家用制水机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普
及，前几年就进入中国市场，但由于价格昂贵，

安装、清洗、维护复杂，使用寿命短等特点，很

难被消费者所接受。水宜生针对家庭使用习惯

及中国水质研发出水宜生·除氯宝，他体积小、

易安装，清洗、维护方便，并通过“中国计量科
学院”、“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等

专业检测机构的多项安全检测。一经上市便广

受追捧！为答谢广大老用户热情的支持与厚

爱，水宜生特别推出了“幸运 99，健康 100 分”

健康饮水月活动，前 10位购买水宜生任意产品
就免费送价值 680 元水宜生·除氯宝一台，机

会有限，请拨打抢购专线 0536-8275678 8866399

提前预定。更多优惠活动信息请电话咨询。

水宜生·除氯宝厨用型，能有效

去除水中的余氯、除重金属等有害

物质，用它的水浸泡瓜果蔬菜，去除

内部的农药残留，除氯宝还有活化

水质，使水呈现弱碱性，负电位、小分

子团等健康特性。这样的水烧开后沏

茶、泡咖啡，减轻苦涩，增加口感；冲

奶粉，更利于奶粉的钙质吸收。

水宜生除氯宝沐浴型，能有效去

除余氯，保护皮肤，还能深层洁肤、护

肤、活肤，让皮肤更光滑滋润，过早出

现色斑、皱纹；保护头发不干枯，减少

掉发，头发更柔顺，更有光泽。秋冬季

节能让人感觉一下子年轻好几岁。

销售网点：滨海专卖店(东大村委北邻) 昌邑专卖店(富昌街东段佳家福商场门面房) 仁和药店(维

客利广场斜对面) 高密专卖店(市工商局对面)东风商场 昌乐专卖店(行政服务大厅对面) 佳乐家

(二楼电视购物专柜) 美联超市(一楼电视购物专柜) 寿光专卖店(仓圣公园路东) 东方大药店 安

丘专卖店(二马路乡企业局南邻) 临朐专卖店(文化路一小北 200 米路东) 医药公司中心药店(县医

院对面) 青州专卖店(文化街水利局南 50 米路东) 人民商场(一楼超市入口) 诸城专卖店(大观园

北首路西) 潍坊市区 中百大厦水宜生专柜(一楼超市入口处) 四平路远东大药店 美信医药(新

华路与东风街路口东北角) 寒亭：宏瑞堂大药店(教育局斜对面)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菜农手中拿到菜储存起来，并不急着出手，而是捂着

等价涨时出手，他们并不具备影响市场菜价的实力，只是想从中获取利润的最大

化。

于是，当“海囤族群”盯上蔬菜时，每一个人都要为现实买单。但因菜价再
高消费者也不会弃食，这也吸引着一批批人加入到这一族群中来。

我不囤，别人都在囤

29 岁的刘景泉是吉林

通化人，自打 16 岁来到寿
光，就开始做蔬菜交易。

半个月前，刘景泉跟风

囤起了大白菜，在寿光洛城

占了三个大仓库，每个库存
80 万斤左右。白菜几乎全部
来源于河北、临沂、青岛平度

三地。“今年囤白菜风险很

大，但自己不囤，别人也会

囤。”说到这儿时，刘景泉脸

上不经意间流露出丝丝悔

意。

原来，去年他在东北用

地窖囤了 50 万斤白菜，收购

价每斤不足一毛，可到了年

关那会，白菜价格噌噌直逼
一元大关，但他却与绝好的

商机失之交臂，“没赶上好时
候，还没涨到一元钱就都卖

了。今年，卯足了劲儿，打算

好好干一仗。”

“前段时间，看着白菜不
断涨价，当时就有了囤菜的

想法，”刘景泉为了查看河北
的菜源，刘景泉驱车前往生

产地待了足足一个星期。说

到这儿，刘景泉骄傲地说，相

同进价的白菜，他的菜在市
面上要贵一毛钱左右。“虽然

区区一毛，但是总量大，成千

上万斤的白菜，最后差额也
是相当可观。”但是，不管记

者如何旁敲侧击，刘景泉对

于具体在河北什么地方进
货，也只是略显神秘的说，

“这可是商业机密啊！”

在物流园里，很多白菜
菜商跟刘景泉一样，对于囤

菜的很多具体细节都讳莫如
深。“现在都亏成这样了，

还有啥可说的。”在物流园

里，被称为“白菜大王”的一

位菜商十分低调，不愿多说

一句话。

与刘景泉一样，来自江
苏徐州的商贩姜伟，他是第

一年贩白菜，然而没想到的

是没赚多少天就开始赔钱。

“白菜是从滕州收购的，收
购价更高，每斤 0 . 43 元，而

且每斤还要多支付 0 . 01 元

的代收费。由于包装简单，

加上每斤人工费、运输费，

一斤光成本能合到 0 . 5 1

元。我这一车菜，每斤售价
0 . 46 元，一斤就赔 5 分钱

啊。”

囤菜很重要的是消

息要灵通，因而要天南海

北多方打听，对不同区域

的白菜质量、价格等进行

对比，才能掌握哪种白菜

存在更大的投资价值”。

天再冷，也没有心里凉

囤了四年白菜的山东

兖州汶上菜商胡古月从来

没像此时此刻一样深切感

受到，菜价过山车般大起大

落，自己心中的大喜大悲只

有自己最明白。

12 月 2 日，在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近两万多平米的

一号交易大厅内，蔬菜交易
车仅十余辆。胡古月裹着厚

重的军大衣，背靠着身后二

十多吨的白菜，揣着手瑟瑟

发抖。眼瞅着一上午就要过
去了，一单生意也没做成，

天再冷，也没有胡古月心里

凉。

连夜赶路的配货司机

睡眼惺忪，红着眼圈，一遍
又一遍地在胡古月身边打

转，催她赶紧卸货，好赶紧

做另外一单生意。但胡古月

心里清楚，白菜一旦全卸下
来，就会被当成“剩菜”看

待。胡古月一遍遍的跟配货

司机套着近乎，以此为自己

销售白菜争取更多的时间。

相比现在，胡古月说一
个半月前可是大相径庭的

另一番景象。那时每天从东

北直达寿光的白菜交易车

百余辆。物流园内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一车二十余

吨的白菜，几个小时就能售
完。“更重要的是菜价也贵，

当时感觉就俩字：高兴啊！

但因东北受灾，白菜减产，

最后在东北都拉不着菜
了。”

东北无白菜可收购之

后。无论从东北白菜减产抑
或韩国泡菜危机看，跟许多

菜商一样，胡古月心中也萌

生出赌一场的想法，“那时，

就觉得今年肯定缺菜。”于

是，在山东、安徽等地大范

围“圈地囤白”。胡古月在汶

上承包了一百多亩白菜地，

平均亩产 1 万斤左右，每亩

承包价格 2800 元左右。“当

时，就寻思着肯定能赚大

钱，但现在看来，想 4 毛 5

卖，可连 4 毛都没人出价。”

胡古月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又赔了，赔了十多天了”。

“海囤族群”如候鸟般

开始向南迁徙，怀揣着心

中的那份“盲目”的自信与

远大的期望。

以后什么价，谁知道呢？

近一个月来，白菜接二连

三的赔钱，物流园里的“海囤

族群”们也流传着这段顺口

溜，在压抑中调侃一下自己。

来自山东临沂平邑的菜

贩子陈爱伟也是“海囤族群”

中的一员，今年他囤了六十万

斤大白菜。据陈爱伟介绍，他

出售的大白菜都是从平邑农
村收来的，说起现在的白菜

价格，陈爱伟形容自己哭都

来不及了。

“这个价格就是在赔钱

啊。”陈爱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斤白菜收购价为 0 . 4

元，人工及包装(纸包加袋包)

价格为 0 . 08 元/斤，运输成本
为 0 . 03 元/斤，这样算下来，

一斤白菜的成本价为 0 . 51

元，而 2 日市场价还不到 0 . 4

元/斤。“这些还是没在库里

储存的，光库存的价格就是
每斤 0 . 13 元，而且还有中间

损耗的白菜以及卖出白菜后
2 . 5% 左右的场地服务费。”陈

爱伟告诉记者，库里的白菜

暂时是不会动了，现在卖多

少就赔多少，只能等合适的

机会出手了。

李洪涛来自辽宁锦州，

今年在泰安肥城包了 500 多

亩 的 白 菜

田。现在他

在物流园里

的两车白菜

已经运来两

天了。从肥

城出发上高

速的那天晚

上，大雾突

袭，李洪涛

并未像往常

一样，在长

途运输中睡

个舒服觉。“一看起了大雾，

心里就着急，睡不着啊！”李

洪涛说，大雾影响车速，耽误
一天，价钱就差不少。到现
在，白菜运来已两天，五十吨

白菜卖了还不到十吨，何时
能够卖完，李洪涛自己心里

也没底。但李洪涛并不是很

悲观，“现在主要是天气暖
和，本地菜大量上市，白菜价

自然低。但以后什么价，谁知

道呢？”

“ 4 毛进，3 毛出；不

图赚钱，就图快；忙忙活

活就为给寿光人民吃个

便宜菜。”

一车二十四五吨的白菜，每天能损失 6000 多元，多的时候
损失 8000 多元。李洪涛现在舍不得卖，但不卖又不行，怕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