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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被公款消费的蝴蝶兰的“凋零”，映衬出中央整治不正之风的威力。过去的一年多，“八项规定”成了家喻户晓
的热词。过了“腊八”，年味渐浓，临近春节的公务消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有哪些行业因此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响？
今天起，本报以“公务大单归零，20万蝴蝶兰趴窝”作为开篇，推出“年观”系列报道，以此透视“八项规定”下的春节消
费市场，展现作风转变对社风、民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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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单位团购能占80%，现在销售旺季一天也接不到一个订单

公公务务大大单单归归零零，，2200万万蝴蝴蝶蝶兰兰趴趴窝窝

本指望年底能卖个
好价钱，没想到却遭遇了
花市“寒冬”。眼看花开得
正旺，章丘七八位花农种
植的20多万株蝴蝶兰却

“窝”在大棚里卖不出去。
以往，60%-80%的份

额被公务团购市场占领，
蝴蝶兰往往供不应求，价
格居高不下。花农反映，
如今这些高价花卉“趴
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在中央节俭新风和“八项
规定”之下，原来公务团
购的订单萎缩甚至绝迹。

在7日的采访中，章丘的花农们
也向记者表示，希望喜欢花的市民
能够购买基地的蝴蝶兰，增添喜庆
气氛的同时，也帮他们一起度过这
个花卉市场的寒冬。

“我们
可以 6 元一
株的价格卖
给爱花的市
民。”济南盛
苑花卉工程
有限公司负
责人唐峰对
记者说，公
务团购市场
萎缩，他们

也正有转型做大众消费市场的打
算。

订购方法如下：扫描“逸周末”
二维码，关注齐鲁晚报“逸周末”微
信公众号，在朋友圈分享“逸周末”
的任一内容，在对话框中输入“订购
数量+订购人姓名+联系电话(手机
号码)”，即可以超低的价格买到具
有“兰中皇后”美称的蝴蝶兰。

另外各大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微
信平台预先团购，我们会将所有的
订购情况汇总给蝴蝶兰种植基地，
待选定售卖日期和地点后，将在报
纸和“逸周末”微信公众号上公布。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吴金彪

扫描二维码

订购蝴蝶兰

据了解，自从中央出台“八项规
定”以来，不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
位都“收敛”了不少。“我们年会不举
行了，只有一个抽奖活动。”在烟台
一建筑公司工作的周先生说，往年
单位举办年会还会租些服装，准备
节目，但是今年还没接到通知。

记者采访得知，选择举办年会
的企事业单位，也都采取了简化方
式。就职于烟台一软件公司的刘先
生告诉记者，蛇年年会，公司组织员
工吃饭、看节目、抽奖，不过马年要
取消吃饭这一项。

本报记者 张倩倩 张珊珊

不少单位

连年会都取消了

花开得正旺，但种花的人却在发愁

虽然是寒冬腊月，但
在章丘官庄镇一处花卉基
地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
蝴蝶兰植株在绿叶衬托下
已经开出绚丽的花朵，红
色、黄色、紫色、白色的像
蝴蝶样的花瓣伸展在空
中，煞是好看。

花开得旺，可基地负
责人唐峰却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很漂亮，但就是没
人要。”唐峰说花卉基地是
由七八位花农合伙建立

的，自从2002年建立以来，
主要种植蝴蝶兰，蝴蝶兰
是年宵花的代表，多年来
销量和利润都不错。

“往年到了腊月，来大
棚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挨
人。门口拉花的货车都排成
了长队。”唐峰说，往年这时
候，他们已经忙得不可开
交，而今年花卉市场异常冷
清，冷清得都让他有点害
怕。

本应是蝴蝶兰销售旺

季，整个花卉基地在7日这
一天却没有一个经销商来
谈业务。6日有德州和河北
的两个客户过来，参观完
就走了，“具体能不能买还
不确定。”

在花卉基地的十几个
大棚里，粘虫板、暖气齐
备，温度一直维持在20℃
左右，很多蝴蝶兰都已盛
开，不过7日一上午的时间
里，唐峰仅仅接到了两个
咨询电话。

以前有单位一次团购几十万株

蝴蝶兰属于热带观赏
植物，以前主要在我国台
湾及广州等地种植，北方
因为气候偏冷，很少种植，
近年来随着公务团购市场
的发展，包括济南在内的
很多北方地区都有了大面
积种植蝴蝶兰的花卉基
地。

“以往公务团购大约
占到我们销售的80%。”唐
峰说，蝴蝶兰贵的时候一
株批发价就要50元左右，
近几年一株也要 2 0元左
右，因为价格较贵，个人购

买的比较少，主要靠大企
业、大单位团购，因为色彩
绚丽、花姿好，受到很多机
关事业单位和国企青睐。

“有的单位一次就能
团购几十万株。”唐峰说，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还没
有接到企事业单位一个团
购订单。

变化发生在两年前，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八项
规定”出台，会议精简了，
不摆放花草渐成惯例，“去
年年底有很多单位预订了
蝴 蝶 兰 ，后 来 又 都 退 掉

了。”唐峰说，政策对花卉
市场影响较大，现在团购
市场几乎没了，经销商也
不来进货，他们只能四处
打电话找买家。

“实在不行，我们打算
出运输费再卖到南方，毕
竟 那 里 是 蝴 蝶 兰 的‘ 老
家’，南方普通市民过年有
购买蝴蝶兰等花卉的传
统，价格相对较高。”唐峰
说，蝴蝶兰对温度的要求
比较高，不像其他花可以
露天卖，这也是北方零售
少的一个原因。

明年种植数量预计减半

虽然大片成株的蝴蝶
兰卖不出去，但是在温室
大棚内，花农们还在忙着
育苗，将瓶子里的幼苗拿
出缠上水草进行培植，准
备明年继续栽培蝴蝶兰。
他们之所以还要为明年接
着种做准备，是因为幼苗
都是之前购进和培育的，
只能一直种下去。“明年顶
多种10万株，不会像今年
这么多了。”

“没有办法，苗已经买
了 ，总 不 能 烂 在 瓶 子 里

吧。”一位花农有些无奈地
说，蝴蝶兰幼苗都是从南
方购买的，成本价五六元
一株，加上租棚、人工、温
控设备等，养护成本一株
至少要十多元，然而现在
即使赔本卖6到8元一株，
也很少有人光顾。

“如果不能在春节前
将这些花卖出去，留到春
节后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做梦都在卖花，卖
蝴蝶兰。要不然一年的努
力就白费了。”唐峰说，花

卉基地种植的蝴蝶兰大
棚一共是 6万平米，植株
2 0 多 万 株 ，如 果 卖 不 出
去，每家几十万元就打了
水漂。

火鸟、聚宝、大辣椒、
内山姑娘……在花卉基地
温室大棚内，各式蝴蝶兰
正竞相开放，绚烂夺目。在
温室大棚内是和往常一样
忙碌的花农们，这一幕似
曾相识，但是今年这个冬
天花农们的脸上却看不到
好年景时才有的笑容。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本报见习记者 徐瀚云

据山东省花卉种苗站长徐金光
介绍，山东省花卉种植总面积约为
2 5 7万亩，其中大部分为金银花、牡
丹等花卉，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而受
冲击最为严重的是盆栽花、室内观赏
花，种植面积近60万亩。“过去几年花
卉市场严重依赖对公消费，现在，花卉
产业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真正的市
场化开始了。”

“经销商的确是在观望。”徐金光
对记者说，“现在价格降下来了，告别
了过去严重依赖对公消费的时代，花
卉价格逐渐回到了根据市场调节而变
化的轨道中，倒逼产业淘汰落后产能，
推出高质量产品和新鲜产品。”

徐金光认为，政府不一定要买花，
但可以通过加大对花卉的宣传力度，
为基层提供更多的科技服务和政策支
持。现在花卉种植已经比较成熟，要培
养新品种，整合营销渠道和生产基地，
通过提升种植的科技水平降低生产成
本。“青州、菏泽等地花卉的市场化程
度非常高，可以提供借鉴，各地的花卉
协会发展也十分迅速，能够为花农和
花卉生产企业提供市场分析和判断。”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赵兰
勇表示，以前花卉企业都将精力放在
生产上，现在必须研究市场，开启大众
消费，而我国大众消费花卉具有广大
的空间。他说，发达国家花卉人均年消
费100美元左右，而中国只有不到5美
元，北方地区更少，有待挖掘。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家里摆盆花的人越来
越多，企业应在大众消费上下工夫。

记者了解到，不少花卉企业已经
开始在大众消费上做文章。广饶东方
花卉有限公司就主动走进社区和学
校，与社区物业联合，周末节假日统一
向社区供货，还面向高校学生推出10

元一盆的小盆景。

对公务消费

依赖时代已结束

业内分析

虽是销售旺季，但一天不见一个经销商登门，花卉基地负责人唐峰只好主动打电话联系销售。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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