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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奶粉量同比涨七成 国内原奶收购价跌到惨不忍睹

11..55元元//公公斤斤！！山山东东奶奶农农卖卖牛牛止止损损

本报讯 港交所发表最新公
告指出，各方已经就实施沪港通
做好技术准备，但并未获取启动
沪港通的相关批准，因此并无实
施沪港通的确切日期，当有关沪
港通启动的时间表有任何重大进
展时，将会进一步发表公告。

4月10日，港交所和证监会曾
联合发文，称需约6个月时间准备
沪港通。因此，市场预期沪港通会
于2014年10月开始运作。

10月25日，香港一家报纸援引
不具名消息人士称，受“占中”影
响，“沪港通”已被无限期搁置。而
上交所也已取消原定于25日举行
的沪港通开通彩排仪式。 综合

本报讯 从11月1日起，平均
油耗标准将成为高悬汽车企业头
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0月16日，
工信部、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发
出《加强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
耗量管理的通知》（以下称《通
知》），力促国内乘用车企业平均
燃 料 消 耗 量 实 现 2 0 1 5 年 降 至
6 . 9L/百公里的目标。对于达不到
标准的企业，《通知》还推出了五
项力度前所未有的惩罚性措施。

在通知出台之前，工信部还
发布了《关于2013年度中国乘用
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情况
的公告》，在111家乘用车企业中，
有40家企业未能实现平均油耗目
标，占比为36%。 据华夏时报

本报讯 10月26日，由中国
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统计协会、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研究中
心联合组织的2014年中国民营
500强企业调研排序榜单向社会
发布。研究结果显示，苏宁电器、
联想控股、山东魏桥创业名列前
三位。东部沿海地区企业数量307
家，占总数的61 . 4%。

统计显示，入选2014年中国
民营500强企业当中有398家企业
投入节能环保、新材料和新能源
等产业，占入选企业的 7 9 . 6%，
有187家企业进入信息技术、生
物科学、高端装备等产业，占入
选企业3 7 . 4%。入选2 0 1 4年中
国民营 5 0 0强企业共实现海外
收入1503 . 98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 57%；累计海外投资额165 . 19
亿美元，共有181家企业开展海外
投资1035家(项)，比上一年增加
314家(项)，成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重要力量。

从去年全国性“奶荒”到如今的牛奶产量过剩，原奶收购市场仿佛在坐过山车，自
今年2月至今，原奶收购价格已持续8个月下跌，下跌幅度超过20%。

记者调查走访了山东两大牧区东营和泰安，对于当下行情，不少奶农和生产企业
将矛头直接指向进口奶粉以及大量进口廉价奶粉的乳制品加工企业。

本报济南10月26日讯（记
者 王茂林 通讯员 孔进
陈伟） 从12月1日起，煤炭资
源税费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我省将以不增加煤炭企
业总体负担和保证地方既得
利益为原则，稳步推进煤炭资
源税费改革。

据统计，2013年我省征收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1 1 . 2 2亿
元，而煤炭资源税仅为6 . 23亿

元，价格调节基金是资源税的2
倍，存在费重税轻、税费结构不
合理等问题。还有一些涉煤基
金没有经过规定程序报批，征
收依据不足。

据省财政厅税政处有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煤炭资源税费
改革将有清理涉煤收费基金、
改革资源税计征方式和调整原
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政策三方面
的突破。

据介绍，自12月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将煤炭、原油、天然
气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
零，停止征收煤炭、原油、天然
气价格调节基金，取缔省以下
地方政府违规设立的涉煤收费
基金。

同时，作为煤炭资源税费
改革的核心，计征方式改为从
价定率计征，税率幅度为2%－
10%，具体适用税率由各省拟
定，并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审批。我省将以不增加企业总

体负担为根本出发点，适用税
率与现行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
偿费等收费基金的综合负担率
原则上持平或略有下降。

此外，将调整原油和天然
气资源税政策，自2014年1月1
日起，在将原油、天然气矿产资
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的同时，
将资源税适用税率由5%提高
至6%。今后，对实行从价计征
改革的其他资源品目，均比照
上述清费原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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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瀚云 高雯 见习记者 付连兴

大地乳业公司是东营市
规模较大的奶牛养殖企业，养
殖场可容纳万头奶牛。

大地乳业公司的刘东告诉
记者，今年原奶收购价从年初一
降再降。去年大地日产鲜奶50吨
左右，今年日产80吨。产量上来
了，但乳制品加工企业的收购价
却压下去了。目前均价在每公斤
4块8毛钱左右，和去年最高每公
斤6块钱左右的价格没法比。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中
心畜产品市场行情分析显
示 ，今 年 第 3 9 周 牛 奶 价格

3 . 6 2 元 / 公 斤 ，同 比 下 降
4 . 49%，环比下降0 . 28%。

据了解，去年闹“奶荒”
时，大型乳制品加工企业为了
抢奶源高价收购，有企业甚至
将钱早早打进奶农账户，原奶
收购价格水涨船高，一步步涨
至巅峰时的每公斤6元。

但今年原奶价格一直下
滑，尽管双方有合同约定，不少
乳制品加工企业不愿再按之前
的协议价收购，于是就以指标
不达标或其他原因减少收购量
甚至拒收，而原奶保质期仅3天，

奶企耗不起只好妥协。
“如果对方压款，企业运

转就会有困难，所以有公司和
乳制品加工企业签订固定价
格的合同，收购价格不随市场
波动，但这样的企业去年就没
能赶上那一波行情。除此之
外，合同里还会定下一个保护
收购价。”刘东解释道，保护收
购价远低于生产成本，如果牛
奶生产企业执行这个价格卖
奶，损失会非常严重。

目前大地乳业已暂时放
弃了养殖产业园扩张计划。

我我省省确确定定煤煤炭炭资资源源税税费费改改革革原原则则
保证地方既得利益 不增加煤炭企业总体负担

大型养殖场：

去年最高每公斤六块，今年四块八

港交所称未获

沪港通启动通知

汽车油耗大限将至

近4成车企要吃红牌

2014民企500强发布

苏宁联想魏桥列前三

财经调查

上半年进口奶粉

同比多七成多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山
东省乳制品总产量较2012年
下降14%，2014年再度下降。今
年1-6月份，全省累计液态奶
产量109万吨，同比下降6 . 7%，
仅6月份就下降23%，下降幅度
高于国内奶业主产省区。

“进口奶粉价格过低，是
原奶收购价持续走低的原因
之一。”山东省奶业协会会长
张志民认为，部分乳制品加工
企业会选择成本较低的进口
奶粉制作成还原奶。

据了解，今年1-6月，我国进
口奶粉68万吨，同比增长75%。张
志民说，加上现在又是北方养殖
基地的产奶旺季，多种原因叠加
起来就出现原奶过剩，收购价格
走低。

张志民认为，国内奶业产
业链不够健全，易受外部环境
影响。加上以常温奶、调制乳
为主产品的市场结构，让进口
奶粉制作还原奶有了进驻市
场的条件，如果市场是以巴氏
奶为主体，原奶就不会如此受
到进口奶粉的冲击。

人大代表金兰英：

呼吁政府收储原奶

全国人大代表、泰安金兰奶
牛养殖公司董事长金兰英的养
殖场日产原奶约10吨，两个月
前奶企开始限量收购，每天只
收8吨，剩下的只能以1 . 5元每
公斤的价格处理。

金兰英建议，奶牛养殖基
地要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拓
宽原奶销售渠道，在与乳制品
企业合作中拿到一定话语权。

金兰英建议，政府部门能
否出台类似肉类的“收储”措
施，在价格过低时收储奶农的
原奶，喷成奶粉保存，等价格
高时再抛出，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奶农的利益。

目前奶企提供的合同不
少都是“霸王条款”。金兰英建
议能有第三方定价机构参与，
由利益相关方协商为原奶定
价，保护奶农利益。

小牧场、散户：

饲料成本占七成，卖掉奶牛外出打工

一位不愿具名的养殖场
经理告诉记者，原奶成本价格
一般是在3 . 5元/公斤，大型养
殖场原奶售价尽管较去年下
滑，但多在成本线以上，而一
些小养殖户销售惨淡，甚至还
被拒收。

24日上午，记者来到泰安市
省庄镇一家奶牛养殖合作社，
存栏量曾达2000多头的饲养区
内，奶牛分布稀疏。花费几十万
元建造的挤奶厅大门紧闭。

“从4月份开始原奶收购
价一直下跌，近两个月跌得更
厉害，周围很多奶农都不养

了，存栏量一直下降。”合作社
负责人米女士说，原奶收购价
从4月份的每公斤4元下跌到
现在每公斤2元，有的甚至跌
到每公斤1 . 5元。

“相对乳企，奶农没有话语
权。原奶每天都在产出，奶企不
收就只能倒掉，卖也赔钱，不卖
更赔钱，无奈之下，一些奶农将
奶牛卖掉出去打工了。”米女士
说，合作社的成员每户养了三
四十头，这半年已有近6成养殖
户卖掉了奶牛。

一位姓刘的养殖场经理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本收购

价格在3 . 5元/公斤左右，剩余
牛奶销售价格还不到3元，这
意味着一吨原奶就亏损五六
百元，至今已经亏损了几万
元。“饲料占了养奶牛70%的成
本，只好把部分奶牛卖掉来止
损。”刘经理无奈地说。

广饶县一家奶牛场日产
量10吨左右，如今乳企采购的
原奶大幅下滑，公司剩余牛奶
无处销售，只好以不到3块的
价格送往潍坊的乳制品企业，
由后者做“喷粉”处理，也就是
把液体原奶加工成奶粉，等需
要时再做成复原乳。

在泰安省庄镇一家合作社的养殖区里，奶牛存栏量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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