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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异形记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清崇德三年(1638年)，中秋节临
近，在太原城内一家糕饼铺里，师傅
老郭(郭杜林)和小杜、小林两个徒
弟连日操劳，做的唐饼供不应求。

一天傍晚，饭后疲惫不堪的师
徒三人因着酒劲不觉睡去，等到醒
来时却发现之前和好的面因为天热
已经发酵，不能再做传统的饼皮。老
郭乘着酒劲，索性领着两个徒弟尝
试将生面和了麻油、饴糖等材料掺
入已经发酵的面中，没有想到做出
的饼比以前做的唐饼更加酥软和香
甜。

待到清末民初，郭杜林月饼已
成为山西糕点行业的著名品牌之
一，每逢中秋佳节，家家户户、老老
少少都会怀着浓浓的乡情和祈盼团
圆的心愿品尝郭杜林月饼。

其实，月饼由来已久，明代的
《西湖游览志会》就记载：“八月十五
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
圆之义。”

如今，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
太原人刘霞，每到中秋节都会想起
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情形，“父母每过
中秋节亲戚间走动，一定会带上一
盒郭杜林月饼，大家一起把月饼切
成好多小份，分着吃。”

那时的月饼用油纸包裹着，有
的包成圆筒状，油纸泛着油光，外面
再贴上红色的蜡纸，写明月饼的品
种。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处于物资
匮乏的特殊历史阶段。“那时候哪有
什么零食，中秋节吃上一块月饼就
非常满足了。”1976年出生的赵斌
说，吃完月饼后，他会小心翼翼地把
包月饼的那张油纸铺平，夹在书里，
过完中秋再想吃月饼了，就翻开书
凑近了闻闻油纸的香气。

然而，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
现在的人们却很难找回过去的那种
感觉了……

中秋节，很多人都为给关系户
送礼绞尽脑汁。月饼原本是一种寓
意团圆的中秋美食，现在却越来越
异化。商场里的月饼价格动辄数百
元，起初月饼礼盒里配的是茶叶、橄
榄油，而后出现过用檀香木盒包装、
内嵌洋酒以及人参之类名贵滋补品
的“天价月饼”。

2005年，政府出台规定：从2006

年起，月饼的包装成本不得超过月
饼价值的25%。如今，月饼礼盒不再
以豪华示人，但是，各种真金、白银
打造的“金银月饼”又让月饼带上了
铜臭之气。

就像济南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
阎世春所说，“月饼就是月饼，不宜
赋予它太多的不应有的附加意义。
月饼市场的不健康主要还是受到了
社会风气的影响。”

退单潮

9月12日一大清早，赵斌就
给手下的几个销售员又打了一
通电话：

“小王，你今天一定得再使
使劲儿！咱这月饼可得在中秋
前都卖出去！”“小张，再看看能
不能找找关系，看哪个企业能
团购，咱给他低折扣……”

距离中秋节仅剩一周时
间，赵斌把自己弄得跟催命鬼
似的，作为京郊一家月饼厂的
总经理，他说自己很无奈，“往
年可不这样，这不今年赶上企
事业单位‘节约过节’嘛，一早
订出去的月饼又都退回来了。”

遭遇退单的不止赵斌一
家，他向业内朋友打听得知，

“无论企业大小，之前接受过的
团体预订多数都被退货。”

赵斌把这直接归因于9月
初中纪委的一纸禁令，中纪委
要求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
月饼送节礼，严禁突击花钱和
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

禁令立竿见影，当天赵斌
正在仓库帮工人清点刚到的
月饼包装盒，电话响起，他以
为又有团购客户上门。电话接
起来后，眼角笑出的皱纹还没
退，心里就“咯噔”一下，“退
货 ？那 怎 么 行 呢 ？为 什 么 退
啊？咱之前不都签了订单，一
切都很好么？”他对电话那头
喊了起来。

挂上电话，赵斌气还未消，
退单电话又一个个打了进来。
意识到情况不妙，他赶紧翻看
预订客户名单，然后彻底泄了
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预订客户名单中，40%是
国有企业或政府单位，就是说，
团购业务损失了四成。”赵斌只
能暂时停工，另想办法将库存
先卖出去。

像赵斌一样，在山东济南，
一家糕点企业的老板告诉本报
记者，“今年零售没怎么受影
响，大的团购却几乎没了。”

这位老板还清楚地记得，
按往年经验，一过春节就要为
中秋筹备，他当时打电话给一
家国有企业的部门负责人，对
方是老客户了，承诺说中秋团
购1万斤月饼没问题。等到8月，
感觉风向不对，他再次打电话
落实月饼订单，对方说“再等等
看”。眼见中秋迫近，9月初，对
方告诉他：“不好意思，领导不
让买月饼了。”

没有侥幸

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
会主办的“2 0 1 3年中国月饼
行业高峰论坛”上，月饼界的

“ 大 佬 ”就 不 看 好 今 年 的 形
势：受中央“八项规定”等政
策影响，团购及高档礼品消费
将出现“双下滑”。

往年，赵斌年初就得多招
人来充实仅有8名工人的月饼
厂，但今年他留了一手，“以不
变应万变，根据预订量，临时到
人力市场上‘拉队伍’。”

到了6月份，形势似乎没有
想象中那么“悲观”，赵斌陆续
接到熟悉的企事业单位的订
单，预订量甚至较往年还有所
增加。上门的生意岂能不做，赵
斌赶紧备足月饼馅料，临时招
了8个工人进厂。

提前把月饼做好充库存，
赵斌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他算
计着自己的生产成本：今年月
饼用的果仁、果料等原料都涨
价，而且用工成本也比往年提
高，估计月饼的生产成本较往
年上涨10%左右。单纯为团购

业务准备的月饼就有“5万余
盒，价值高达1000万元”。

赵斌一度对政策心存侥
幸，他认为“八项规定”是反对
奢华浪费的，而他生产的月饼
不走高档路线，生意肯定不会
受政策影响。“各个单位过中秋
节都要吃月饼，给员工发月饼
也是中秋节福利，这个可不存
在浪费。”

可三个月后，四成的团购
订单退货，对他来说，就意味着
已经花掉的400万元成本亟需
推向零售市场消化掉，“否则就
得砸在手里。”

赵斌这样的小企业不好
过，大型月饼生产商也躲不开
这场“退货潮”。在南京街头一
家冠生园月饼专卖店，临近中
秋，老板娘王红(化名)忙了起
来，但她仍插空跟记者抱怨，

“今年各单位都讲清廉、讲节
约，之前说好要团购的，最后都
把订单退了回来。”

放在往年，一进入9月份，
王红的月饼店前手里捏着月饼
券来提货的就会排成长队，但
今年企事业单位的一些老熟客
都不来了，王红说：“现在估计，
损失得在20%到30%。”

冠生园这家“老字号”对今
年的销售情况非常敏感，拒绝
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作为中国
月饼生产企业的“龙头”之一，
好利来也对月饼销售三缄其
口。早在2008年，好利来月饼在
全国60多个城市的团购订单就
已经超过1亿元。一位熟悉好利
来月饼市场销售的业内人员透
露，今年年初，考虑到“三公”消
费受限，好利来就预测到月饼
客户的结构可能改变，于是提
前策划了多种月饼销售模式，
调整客户结构，将政府、事业单
位这样的团购客户可能出现流
失列入计划。

“天价”触底

眼下的月饼市场的确与往
年迥异。据统计，在2011年，中
国约1万家工厂生产了28万吨
月饼，消费者光在月饼上就花
了约150亿元。

巨大的市场甚至吸引着星
巴克、哈根达斯等洋巨头也来
分一杯羹。哈根达斯早在1997
年就开始在中国卖月饼，其冰
淇淋月饼的销量一度跻身中国
月饼市场前三名，但仍然低估
了市场的巨大需求。

哈根达斯的月饼券曾是中
国流通最广的月饼券之一，该公
司提供的月饼礼盒售价大多在
268元至988元之间，对于许多工
薪阶层而言，价格有些高。

很多高价月饼针对的是政
府部门和企业团购，高价格低
折扣销售是普遍的策略，因为
这样可以给供需双方的灰色操
作带来方便。

随着今年公款送月饼的做
法被叫停，记者发现，商场里千
元以上的礼盒难觅踪迹。山东
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市场上超过2/
3的月饼礼盒不足200元，售价
超过400元的难以找到。”

作为高端月饼的案例，据
佛山当地媒体报道，曾引领奢
华风的鱼翅馅月饼在佛山已基
本绝迹。《人民日报》此前报道
称，今年部分地区的豪华月饼
销售额下降了12%。

不敢重金购买高档月饼的
不只是政府官员，上海一家顶
级糕点供应商承认，受到葛兰
素史克被调查的影响，往年出
手阔绰的制药企业今年绝大部
分大幅削减了月饼预算。

山东稻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贺华军说，其实月饼的
科技含量并不高，无非是馅料、
食用油、面粉等原料的混合。

济南一大食物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王少杰介绍，普通的月
饼、馅料等成本约2 .5元，塑料托
盒、脱氧剂等一毛多钱，原料成
本也就是三四元钱，即使加上人
工等成本，普通月饼也不可能卖
到一盒300块钱以上。以前的价格
虚高让很多糕点企业发了财，有
些企业“一个中秋能吃半年”，而
今年包装精简了，礼品的附加值
减少了，价格自然就亲民了。

此前屡屡冒出的“天价”月
饼，济南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
阎世春说，“近乎疯狂，完全不
正常。”那时候，一些月饼盒里
除了装月饼，还有茶叶、酒，甚
至黄金饰品，动辄成千上万元
一盒，企业根本不是在卖月饼，
而是在迎合社会的不良风气。

月饼券泡沫

面对下滑的月饼市场，月饼
券贩子早已抱怨了起来。

以前企业通常会在中秋节
前购买月饼券发给员工，或者
送给官员。在北京做过五年月
饼券生意的蔡亮揭示了这样一
条利益链，“我们帮着厂家代卖
月饼券，买券的人将月饼券拿去
送礼，收到月饼券的人将大量不
用的月饼券卖给‘倒爷’，这些

‘倒爷’再把月饼券卖回厂家。”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厂家印

制一张面值100元的月饼券，代
售商以6折的价格卖给机关、企
事业单位供其向员工发放福利，
手里拥有月饼券的人将月饼券
以面值2折的价格卖给“倒爷”，

“倒爷”再以3折的价格将月饼券
卖给原厂。最终，如果不算代售
商的提成，厂家不用生产月饼却
在每张月饼券上获利30元，各方

“皆大欢喜”。
作为月饼生产厂商，赵斌

也知道这套“潜规则”，但他不
敢这么操作，这属于违规，甚至
还会偷逃漏税。他说：“政府经
常通过月饼原料进货量来了解
企业实际生产量，以这种方式
对月饼券的销售进行监督。”

在中央反腐政策之下，今
年月饼券的供应量显著减少，

“提前上市销售，是大型月饼企
业规避库存积压风险的方式之
一。”蔡亮说，从五六月份，国内
一些知名的大型月饼生产企业
就开始销售月饼，比往年提前
了近两个月。

9月12日，蔡亮代售月饼券
的展台上，大三元、好利来、稻
香村等知名月饼企业都是他的

“上家”。“往年这个时候，我手
里的月饼券已经销售得差不多
了，但今年大多数商家月饼券
销售还不足六成，越贵的越难
卖。”蔡亮说。

中国烘焙食品工业协会执
行副会长刘科元此前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今年的月饼券市场
显得格外冷清，距离中秋不到
一个月，不少商家还没完成销
售任务。”

月饼券的折扣也越来越低，
月饼的套利市场正在变小乃至
消失，这或许是中央出台反腐政
策未曾预料到的又一良性效果。

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月
饼，另一种传统中秋美食螃蟹的
价格也迅速下滑，在香港的“海
产品干货街”上，多家商铺表示，
内地游客已经大幅减少了对鲍
鱼、鱼翅等高端海味的购买量，
市场变得冷清。同样，茅台等中
秋送礼上乘之选，价格也出现了
类似波动。

““遭遭罪罪””的的月月饼饼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吴金彪

中秋月饼瘦身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有商家推出纸质包装，节俭又实惠。（资料图）

中秋在即，面临一年一度
业绩“大考”的月饼厂商本该兴
奋难抑，但他们当中很多人今
年却高兴不起来了。

受中央禁止中秋、国庆用
公款送月饼送节礼规定的影
响，今年月饼的销售清淡不少，
高价月饼礼盒更是受到重挫。
月饼这一庆祝中秋节的传统食
品，正从市场上回归理性。

四成的团购订单退
货，意味着已经花掉的400
万元成本，亟需推向零售
市场消化掉，“否则就得砸
在手里。”

受到葛兰素史克被
调查的影响，往年出手阔
绰的制药企业今年绝大
部分都大幅削减了月饼
预算。

“今年大多数商家月
饼券销售还不足六成，越
贵的，越难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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