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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几天没来，这一箱奶
涨了十来块钱。”4日中午，在
省城大润发超市，一买牛奶的
市民看着标价牌感叹，孩子一
直在喝的蒙牛未来星系列牛
奶，原来一箱只要48块钱，现
在一下子涨到了60块钱。“孩
子一天一盒，一个月得喝两三
箱，这就得多花二三十块钱。”

除了蒙牛旗下产品，各个
超市中伊利、光明、三元等品牌
的奶品价格也都有所提升。各
品牌销量最大的包装种类最为
常见的百利包袋装牛奶大都是
价格最低的产品，像三元纯牛
奶原价在1 . 8元，现在的价格
涨至2 . 2元。而像佳宝这种受
市民喜爱的当地品牌，价格也
有所上涨。

“不是哪个牌子的事，基本
上都涨价了。”省城家乐福超市
蒙牛乳企的一名促销人员告诉
记者，涨价从11月末陆续就开
始了，现在她最主要的工作就
是接涨价通知，换价格标签。

“以前，百利包的包装很少上两
块钱，你看现在，一块多钱的基
本没了。”

记者在多家超市寻找发现，
除了部分品牌产品有优惠活动
之外，大部分百利包牛奶价格都
在2元以上。“各品牌各系列产品
涨价幅度不一样，大约整体涨价
幅度在一成左右。”大润发超市
一经理告诉记者。

“我们家每天早饭都喝牛
奶，这价格一涨感觉很明显。”
一位正在大润发超市选购的女
士说，现在喝牛奶都成了高贵
生活的象征了，“看看吧，要是
觉得不划算买个豆浆机以后喝
豆浆算了。”

“一斤纯牛奶卖不了一瓶矿泉
水的钱，这是不合理的。”内蒙古自
治区农牧业厅畜牧处副处长王建龙
说。

2013年9月14日，内蒙古当地一
家企业提交的“关于请求政府加强
奶源市场监管的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称：目前，奶源市场不正当竞争再
次出现，部分乳企放低原料奶验收
标准，高价竞争奶源，恶性竞争导致
奶贩子又死灰复燃，严重扰乱了奶
源市场正常秩序。一些中小企业为
了掌控奶源，采取提高奶价、降低质
量标准的办法抢奶源，部分地区的
鲜奶价格已达每公斤 5 元以上，远远
超出正常水平。 据中国青年报

有地区鲜奶5元/公斤

进入2013年，内蒙古地区养牛的
饲料分品种每吨涨了200-600元不
等，1公斤牛奶的生产成本在3 . 40元
左右，这是个盈亏平衡点。近几年来，
内蒙古生鲜奶收购价格偏低，挫伤
了养殖户养殖热情，去年以来，养殖
户开始卖牛，致使存栏下降。

内蒙古自治区奶业协会一负责
人说，从去年开始，牛肉价格高，一些
奶牛养殖户开始卖牛，当地市场销
售的牛肉很多是奶牛肉。目前，内蒙
古奶牛存栏头数较往年减少 1/4，原
奶短缺 1/3。一家大型乳企的所属牧
场高峰时存栏奶牛 3000 多头，而当
下不足 1000 头。 据中国青年报

原奶短缺1/3

液液态态奶奶集集体体涨涨价价，，两两年年难难回回调调
奶企称奶源紧缺原奶涨价，短期或再提价

进入12月之后，国内各
品牌乳企像约好了一样，进
入集体涨价期。从鲜奶到酸
奶，从平价奶到高档奶，涨
价基本上涵盖了市场上所
有种类。此次牛奶涨价的原
因，企业的解释非常一致：
原奶价格上涨。而业内人士
认为，原奶紧张的情况两年
内难以缓解，奶品短期内还
可能再次涨价。

对于牛奶涨价的原因，
包括蒙牛、伊利、三元、佳宝
等在内的各大乳企给出的答
案如出一辙：成本上升尤其
是原料奶涨价太厉害了。三
元乳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以来原料奶收购价格持续
上涨，其他成本也在上涨。

“我们是进了12月开始上调
部分产品价格的，平均涨价
幅度为8%。”

佳宝乳业一负责人告诉
记者，去年同期山东原料奶
一公斤的价格大约是两三块
钱，而现在是四五块钱，直接
翻了一番。“除了原奶涨价，
用于流通环节的费用也在不

断上涨，这些成本的上涨肯
定会导致产品涨价。”

而蒙牛、伊利和光明的
相关人员也给出类似解释。

“食品类消费品对原料成本
变动最为敏感，乳制品原辅
料尤其是原奶价格的持续上
涨势必推升终端产品价格，
这是整个乳制品行业必须正
视的现状。”伊利乳业表示。

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新西兰乳品被检出
肉毒杆菌，占中国70%进口奶
源。国家对乳品原料进口的
收紧政策，让很多乳企感到
奶源紧张。蒙牛、伊利这样的
大乳企以前使用进口乳原料

非常多，现在他们都被迫在
国内寻找奶源。“而且，很多
冷饮糕点之类的产品以前都
是使用进口乳原料，现在也
在争抢国内奶源，国内奶源
肯定就紧张了。”

该人士还认为，要解决
奶源紧张的问题，还需国家
政策扶持。“现在奶农收益完
全靠市场调节，原奶价格一
上涨，奶农纷纷开始养奶牛，
价格降了，奶农养牛赔钱又
没补贴，只好把奶牛卖掉，又
形成原奶不足的状况。”业内
人士认为，国家应给予奶农
一定政策补贴，才能保证国
内奶源的稳定和充足。

原因探访

原奶价格较去年翻番，进口原料受限

乳业专家宋亮认为，奶
源短缺要到2015年才有所缓
解。“一方面是奶源紧张，另
一方面是随着消费需求增
长，原奶价格或将继续维持
高位，低价奶时代已结束。”

“据我了解，目前很多企
业因为原奶供应不足，导致
产量下降非常明显。”省内某
乳企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其实奶源紧张的状况从4月
份就已经开始显现，现在到
了一个集中爆发期。

该负责人认为，随着原

奶价格的上涨，奶农收益提
高，肯定会有更多的奶农开
始养奶牛。“但是一头奶牛从
小养到产奶，至少需要两年
时间，也就是说在2年内，奶
源紧张的情况不会得到明显
缓解。”这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按照他的推测，如果2014
年奶源继续紧张，各大乳企
再次提价的可能性非常大。

“明年从新西兰进口乳
原料的政策是否会放开现在
还难以预测，如果放开的话
奶源紧张情况肯定会有所缓

解，如果政策不放开，那明年
奶源紧张的情况恐怕会更加
严重，这很可能导致乳品价
格的再次上涨。”宋亮表示。

而蒙牛一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蒙牛正积极兴建养
殖基地，并将养殖业发展到
澳洲国家。“散户奶源不稳
定，质量难保证，因此发展自
己的奶源地是目前国内不少
乳企的共识。”但该负责人坦
言，养殖基地的建立和成熟
需要一个时间段，很难在短
期内缓解奶源紧张的情况。

趋势预测

原奶价格持续高位，低价奶时代结束

本报济南12月4日讯(记
者 廖雯颖) 为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
管理，本月起，本报与省环保
厅、省住建厅联合开展全省城
市建成区烟(粉)尘随手拍活
动。4 日上午，启动仪式在济
南举行。

本次活动是今年7月启
动的全省城市建成区(含县
城)污水直排“随手拍”活动
的延续与发展，是落实《山东
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
治规划》和《山东省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的实际行动。活
动旨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

理，推进全省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此次烟(粉)尘污染“随手
拍”活动拍摄范围涵盖整个山
东，主要包括全省设区城市建
成区中的城市房屋拆除工地、
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施工工地
和土石方堆场的扬尘，城市道
路保洁扬尘，渣土砂石装卸、
运输撒漏的扬尘，工业企业料
场、煤场、灰渣场扬尘以及排
气筒冒黑烟等。

大家若发现身边存在以
上烟(粉)尘污染现象，可将照
片拍下，@齐鲁晚报新浪和腾
讯官方微博，齐鲁晚报微信

（ 搜 索 微 信 公 众 号

“qiluwanbao002”或扫描二维
码），或投到齐鲁晚报全媒体
邮箱qlwbqmt@163 .com，拨打
96706963烟粉尘污染爆料专
线。照片经查证，山东省环保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分别
责成相关单位处理。相关市局
接到通知后，需于5个工作日
内调查处理。

山东省环保厅和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将分别在各自官
方网站、微博开设山东省城
市建成区烟(粉)尘污染“随手
拍”活动窗口，并设置处理进
展情况、整改完成情况、各市
工作进度排名等栏目，及时
将图片信息向社会发布。

本报联合省环保厅、省住建厅启动随手拍活动

拍拍下下烟烟粉粉尘尘，，@@我我们们吧吧

在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畜牧
处副处长王建龙看来，在养殖中要
破解养殖户与加工企业分离现状和
养殖奶牛贷款渠道畅通问题，尽快
转变养殖机制是未来的方向。改革
乳品加工企业股权结构，吸引养殖
户参股或被企业收购，将养殖户与
乳企绑在一起，是一个出路。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行业研究
员林平表示，当下养殖户、生鲜乳收
购站和乳品加工企业间只是简单的
买卖关系，往往是地位强势的乳品
加工企业独家定价，处于弱势的奶
农只能被动接受。 据中国青年报

养殖户与乳企捆绑

本报记者 林媛媛

乱象

缺口

出路

拍摄扬尘黑烟

可多取几个角度

注意事项

此次“随手拍”的照片要求原
创，要客观真实、地点准确、描述清
楚。反映城市扬尘的，照片里应有明
显的扬尘现象，与背景形成鲜明对
比。反映工业企业烟（粉）尘污染的，
要注意避免光线对烟气颜色的影
响，应从不同角度和方向拍摄，有明
显冒黑烟现象。图片要注明所在的
市、区、道路及详细地址，有条件的
可通过GPS定位经纬度，便于工作人
员前往现场确认。工业企业应标明
企业全称，施工工地标明项目全称。
另外，别忘了随照片注明拍摄人的
姓名、住址、拍摄时间和联系方式，
以便及时沟通反馈。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超市各品牌牛奶纷纷涨价，图为一市民正在选购。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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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

袋装奶价普涨
市民喊贵

烟粉尘随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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