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农人均收入还不如六年前

沾沾化化冬冬枣枣开开打打5555亿亿品品牌牌保保卫卫战战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早产”的沾化冬枣

济南王女士过两天要回陕
西老家，想给父母带点山东特
产，14日在济南文化西路一家
水果连锁超市，看到有沾化冬
枣在卖，一尝，口感还不错，就
买了一箱。

结果，一位老家是沾化的
同事说，她被忽悠了，现在沾化
冬枣上市的时间还早呢，她买
的，很可能就是她陕西老家产
的大荔冬枣。

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线索，
15日上午，滨州市沾化冬枣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
到济南文化西路这家水果连锁
超市。记者发现，该店确实在售
沾化冬枣，价格为19 . 9元/斤，
墙上还挂着“沾化冬枣直营专
卖店”的牌子。

“目前，沾化冬枣的商标，
沾化冬枣研究所已经全权授权
给我们来管理和运营。”滨州市
沾化冬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彬告诉记者，从今年
开始，他们将对沾化冬枣进行
整理和规范。

随后，王彬拨打了济南市
工商局和食药监局的电话，工
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涉
事水果连锁店老板李先生表
示，这批沾化冬枣是一个供货
商给他们供的货，并且最终联
系上了沾化冬枣的种植户。种
植户坦言，沾化冬枣现在不到
上市时间，现在供货农残会超
标严重。

王彬告诉记者，沾化冬枣
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按管理
规程标准采收时间是10月上中
旬。目前，正是陕西大荔冬暖大
棚冬枣的盛果期。在山东市场，
大荔冬枣的名声并不响，一些
水果贩子会把大荔冬枣冒充沾
化冬枣卖，才会出现王女士这
样把陕西老家出产的冬枣当作
山东特产再拎回陕西孝敬父母
的“乌龙事件”。

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
长的判断再次证实了上述种植
户的话。“现在市场上如果有卖
沾化冬枣的，要么是假冒，要么
是伪劣，我们是绝不允许打着

沾化冬枣的牌子销售的。”沾化
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长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现在离沾化冬枣
采摘期还有1个多月，大棚的冬
枣也至少要到9月上旬上市。如
果现在上市的真的是本地产的
话，那么肯定是有问题了，农残
势必超标，口感也非常差。还有
一种情况是外地枣傍名牌冒充
沾化冬枣销售。

被透支的品牌价值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目
前国内很多地理标志品牌都面
临和沾化冬枣同样的问题，出
现很多“傍名牌”现象：阳澄湖
大闸蟹出现“洗澡蟹”，五常大
米出现了调和米。

“其实，陕西大荔冬枣的品
质和口感还是不错的，但出道
晚，名气没有沾化冬枣大。”滨
州市沾化冬枣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魏达说，正是因为大
荔大棚冬枣比沾化冬枣提前上
市一个多月，早熟优势突出。

“口感好了还好，但是如果
他吃到的沾化冬枣口感不好，他
就会认为‘沾化冬枣’不好吃，这
对一个地理标志品牌来说，是非
常危险的。”魏达告诉记者。

在魏达看来，沾化从上世

纪８０年代的５６棵枣树，发展到
现在的５０万亩，沾化冬枣也逐
渐由“稀世珍果”变成时令水
果。

“当然，种植规模扩大并不
是错，可惜的是品质越来越难
掌控。”魏达说，有些枣农为了
追求产量，大量上化肥促进产
量，打膨大剂增大个头，打催熟
剂提前上市。品质可想而知。为
保证质量，采收期是有管理规
程标准的，就像阳澄湖大闸蟹，
不到开捕节，是不能叫阳澄湖
大闸蟹进行售卖的。

沾化区下河乡庞家村的村
支部书记王建军由大田冬枣转
为大棚枣，“这都是被逼的。”他
说，大田枣价格战愈演愈烈，而
大棚枣比大田枣可以提前一个
月上市，打了个时间差，价格就
有优势多了。而陕西大荔用的是
高温棚，沾化冬枣是简易棚，因
此，大荔大棚冬枣的上市时间又
比沾化大棚冬枣早了一个月。

王建军自家种了１７亩大棚
枣，９亩丰产树，“一亩地种植５０
多棵树，产量３０００斤左右。而有
的大田枣一亩地２００多棵树，都
是密植树，亩产达到4０００－
5０００斤，翻了一番。”

“你想想，枣树太密了，不
透风不透光，营养成分也有限，

品质能好吗？”王建军说，虽然
很多枣农明白这个道理，但还
是不愿疏果。

品牌保卫战

来自沾化冬枣产业办公室
的信息显示，2014年，沾化冬枣
总产量达到9 . 6亿斤，销售收
入27亿元，枣农人均收入9287
元；2015年，产量6亿斤，销售收
入20亿元，人均收入8200元；
2016年，沾化冬枣年产量6 . 55
亿斤，销售收入30亿元，枣农人
均纯收入8560元左右。

从这三年数据来看，2014年
沾化冬枣总产量最高，近10亿
斤，但在于洪长眼里这并不是一
件好事情，因为这一年沾化冬枣
种植面积没增加，而产量的增长
是以牺牲品质为代价的。而2010
年到2012年间，沾化冬枣的种植
面积就达到50万亩，当时枣农人
均收入就破万了。

2016年，沾化冬枣价格跌破
历史最低，“只有几毛钱一斤，连
人工成本都不够。”于洪长说，价
低势必伤农，再这么下去，沾化
冬枣的牌子就真的砸了。

目前，沾化全县30万人从
事冬枣产业生产经营，20万人
赖以生存。“砸了品牌，真的是

民生大忌。”于洪长说。
目前，全国冬枣产区有山

东沾化、河北黄骅、陕西大荔以
及新疆地区，形成一个大约80
亿的冬枣产业，这么大的一个
冬枣产业，都发源于山东沾化
下洼镇一棵明朝洪武年间种植
的枣树。

于洪长说，2000年，陕西大
荔从沾化引种了1200亩冬枣，
2010年才形成产业，达到三四
万亩的规模。这几年，大荔冬枣
产业上升势头很快，2016年，大
荔冬枣最贵卖到180元一斤。但
作为产业源头的沾化冬枣品牌
影响力最大。2016年中国品牌
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会公布的资
料显示，“沾化冬枣”品牌价值
5 5亿元，大荔冬枣品牌价值
38 . 67亿。

来自沾化冬枣办的信息显
示，2016年沾化冬枣在电商平
台曾卖到156元/斤，露天二代
冬枣每斤在20-60元，500万斤
二代冬枣产值达1亿多元，但品
质一般的冬枣，市场平均售价
2 . 39元，最低一斤五毛钱。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
1998年之前，所有沾化冬枣种
植都由沾化冬枣研究所统一指
导，回收也由研究所统一回收，
不允许市场自由买卖。那时候
收购价就20元一斤。为了走品
牌化发展的路子，2003年，沾化
冬枣研究所注册了“沾化冬枣”
这个商标。

沾化冬枣研究所承担了沾
化冬枣苗木研发等课题，但在打
假和商标保护方面心有余而力
不足。今年6月，沾化冬枣研究所
将“沾化冬枣”商标管理独家授
权沾化冬枣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去年，沾化冬枣线上销量
达1 . 3亿斤，占到总销量20%以
上，网销收入9 . 36亿元，占到
总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今
年，我们打算从各大电商平台
和线下渠道入手。”魏达告诉记
者，现在，电商渠道在销售中占
的份额越来越大，公司已经在
天猫和京东开了旗舰店，正在
联系阿里和京东等大平台，对
电商平台售卖假冒伪劣沾化冬
枣的卖家，一经举报立即查处，
以促进优质农产品上行。

一场价值55亿的沾化冬枣
品牌保卫战，打响了。

（上接A10版）

第二轮竞价，嘉能可将时
间选在周五下午。本来员工都
下班了，接着又是双休日，让嘉
能可没想到的是，包括兖煤澳
洲在内，兖州煤业所有董事会
成员恰巧都在邹城总公司开
会，于是紧接着讨论确定了一
个方案，把“未来10年内当煤价
高于75美元/吨时，每吨提取2
美元矿权使用权费分成给力拓
集团，总额不超过6 . 5亿美元
为止”的附加条款稍加优化，承
诺前五年内先保证支付2 . 4亿
美元。

这一及时应对，打得嘉能
可措手不及。

“其实兖煤澳洲公司负责
人是2013年从嘉能可‘跳’过来

的，他对嘉能可的了解，在这次
我们与其竞争以及后来的合作
中，都起了很大作用。”提到这
些，兖煤澳洲这位内部人士不
禁偷着乐。

属地化管理，见招拆招

进入8月，兖煤澳洲公司融
资正在进行中，中间出现了小
插曲，因为嘉能可参与进来，本
次配股融资规模巨大，一些小
股东觉得自己的权益被稀释
了，上告澳洲并购委员会与兖
煤澳洲进行理论。不过，兖煤澳
洲认为，配股的结构设计在资
本市场上属于惯例，在国际化
竞争、合作中再正常不过。

靳庆彬的办公桌上，放着
兖煤澳洲与嘉能可其中一次商

谈的会议材料，有五六厘米高，
都是全英文版。

“兖煤澳洲经过13年发展，
已经是个拥有2000余名员工的
上市公司，而兖州煤业外派人
员只有9人，其余员工来自世界
十余个国家。”靳庆彬说，如今
兖煤澳洲已经是个国际化公
司，按照属地化原则构建的优
秀团队，加上律师、会计师、投
行等各种智慧汇集，见招拆招，
才使得公司机智应对嘉能可的
各种出击。最重要的是，双方没
有语言交流障碍，不需要翻译
传话，在后来合作中能及时领
悟到对方诚意，最终牵手成功。
与之相比，国内一些公司在参
与国际项目收购时，需要靠翻
译来完成所有沟通，不仅降低
了工作效率，也存在理解失误

的风险，导致收购完成后运营
困难。

回想这个即将尘埃落定的
收购和合作案，靳庆彬和兖煤
澳洲上述内部人士不约而同提
到决策高效的山东省国资监管
系统，比如与嘉能可竞争的第
一次优化竞价方案时，兖州煤
业将内容上报后，很快就有了
批复，这极大地促进和加快了
收购进程。山东省改建国企投
资运营公司，兖矿集团又是首
批试点企业之一，兖矿董事会
得到了对下属三级公司的投融
资管理非常明确的授权，才有
了快速决断二次击败嘉能可。

靳庆彬强调，即便嘉能可
横插一刀，都没有让兖煤澳洲
和兖州煤业怯场，这一点在收
购联合煤炭以及与嘉能可由对

手变队友的关系中尤为重要。
力拓和嘉能可都是国际矿业巨
头，以前国内公司与这些巨头
打交道总有些胆怯，从而影响
竞争。近几年，国内企业的机
制、体制和决断力都在改善，包
括兖州煤业在内部开会时也强
调，既然公司已经走出国门，就
应该正确面对国际大公司竞
争，要敢于“与狼共舞”，善于

“与狼共舞”，这才有了后来与
嘉能可先“动手”又牵手的情
景。

而且，这次与力拓、嘉能可
两个国际化大公司斗智斗勇，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与兖煤澳
洲扎根澳大利亚13年基础有密
切关系，证明了属地化管理使
得公司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当地
文化、法律中。

离最早上市的沾化大棚冬枣还有一周时间，山东市面上已经有“沾化冬枣”在售卖了。而在去年，五毛一斤的劣质冬枣枣让“珍果”变成
了路边货，而全国各地冒用“沾化冬枣”地理商标的行为越演越烈。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长说，“沾化冬枣关系沾沾化枣农的民生大计，
必须保护好这个价值55亿的品牌，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那么，沾化冬枣的品牌保卫战从哪开打？

有中国冬枣之父之称的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长给记者展示他的科研成果葫芦冬枣。 鲁超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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