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种
年份

无籽 有籽

2010年 1 . 2—1 . 4元/斤 0 . 7—0 . 8元/斤

2011年 0 . 7—0 . 8元/斤 0 . 7—0 . 8元/斤

2012年 1 . 6—1 . 7元/斤 1 . 2—1 . 3元/斤

2013年 1 . 2—1 . 3元/斤 1元/斤

2014年 1 . 2—1 . 3元/斤 1元/斤

2015年 0 . 3—0 . 4元/斤 0 . 4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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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民民西西瓜瓜遇遇六六年年来来最最低低价价
批发价降到0 . 3-0 . 4元/斤，瓜农收入不及去年三分之一

西瓜种植面积增多了，收成
也不错，势必会造成价格波动，
但即使大棚西瓜增加几千亩，也
难撼动整个西瓜市场，这不是大
棚西瓜收购价下跌的唯一原因。

张玉民告诉记者，麻店镇西
瓜主要靠外销。正常会有来自浙
江、江苏、广东、广西、陕西、北
京、天津等全国各地的西瓜采购
商。往年多的时候会有几十辆
车，整个市场都排不开，“无籽有
籽的西瓜都会被抢，甚至市场前
的马路都会被众多的收购商以
及瓜农给堵了。今年并未见这样
的情况，最多的时候只有十几辆
大车。”张玉民还告诉记者，就在
记者来之前一个小时，刚有三两
大车从这空车离开了。“每辆车
都能装6万斤的西瓜，其中2辆销
往北京的，一辆销往陕西的。”

惠民县农业局蔬菜办业务
科长李东起说：“今年受气候影
响，南北西瓜成熟时间集中，以
前广西西瓜成熟得要比惠民大
棚西瓜早，但是今年广西、山西、
山东等地的西瓜成熟时间产生
冲突，导致一些收购商去了种植
西瓜面积大的地方去，来麻店镇
的车辆就少了。”

对此，马倡宝也介绍，潍坊
寿光、河北、山西等地也大面积
地种植了大棚西瓜，按照往年的
情况，麻店镇的大棚西瓜最先成
熟，之后其他地区的大棚西瓜才
会陆续上市。“但今年不知什么
原因，外地的西瓜跟麻店镇的大
棚西瓜几乎同时期上市，分批上
市变成集中上市。”马倡宝说，

“受到市场冲击，价格一再往下
落，瓜农们着急出手，很多都在
地头上摘了就卖了，很少到西瓜
市场上来。”

“同一时间内西瓜集中大量
上市，价钱就降下来了。”张玉民
说，自己算是很幸运的，自家西
瓜成熟时间相对较早，开卖时正
赶上各地西瓜较少，于是便卖出
了0 . 8元/斤的高价，仅两三天时
间，等他卖完之后，西瓜价格就
遭遇了几乎每天0 . 1元/斤滑铁
卢似的下跌。

16日,记者来到惠民县麻
店镇西瓜批发市场。这正是大
棚西瓜下市前最后的几天,再
过两三天,惠民的大棚西瓜就
卖完了。市场内 ,停着两辆大
车,这两辆大车的西瓜将运往
广州、深圳。

今 年 西 瓜 的 收 购 价 为
0 . 35元/斤左右，瓜农们现在
以0 . 4元/斤出售,这算是大棚
西瓜下市前相对的高价,像卖
相不好的，如熟大了的、被鸟捉
的、不够称的统统都被挑了出
来。瓜农们一边装车，一边心疼
地看着被挑出来的西瓜，这意
味着这部分被挑出来的西瓜要
以更低的价钱出售，通常只有
0 . 15元/斤。

“前几天有个女的来卖西
瓜，看着被挑出的西瓜，一边哭
一边往车上装西瓜。”正在负责
记称的前张村民张玉民告诉记
者，“哭了的女人带来的西瓜熟

大了，被挑出来的就多。即使按
照4毛钱一斤的卖价就算白忙
活，再加上挑出来的那部分，肯
定要赔钱的。”

记者了解到，大约2 0天
前，惠民麻店镇大棚西瓜开始
陆续上市，其中，无籽西瓜从9
毛钱开盘一直下降到0 . 3—
0 . 4元/斤左右，有籽西瓜也一
直维持在0 . 4元/斤左右。这个
价格，仅是去年大棚西瓜批发
价的“零头”。在滨州各大超市
和市场，记者也发现今年的西
瓜零售价格普遍比去年低不
少，目前的市场零售价在0 . 8
元/斤钱左右，即使价格比去
年便宜，但是销量不如往年。

张玉民告诉记者，这是他
经历的十几年来西瓜“最低
价”。往年几乎都能集中在1元/
斤左右，即使最便宜的时候，也
是六七年前，那时候每斤批发
价还能到6毛呢。

“要想穷,搞大棚；要赔本,种无籽儿。”这是惠民县麻店
镇瓜农们的一句顺口溜。当地瓜农告诉记者,这是近几年以
来遭遇的西瓜最低价。今年大棚西瓜的收购价普遍集中在
四毛钱左右,甚至都不及去年西瓜批发价零头。而去年尝到
种瓜甜头的瓜农,今年增加了大棚西瓜的种植面积,让瓜农
们接受不了的是,翻了倍的种植面积换来的却是不及去年
三分之一的收入。一亩地不到两千元的收入不够西瓜种植
的成本价。

文/片 通讯员 刘洪林 本报记者 王丽丽 王晓霜 王璐琪

批发价不及去年零头

今年，不仅低迷的西瓜价
格让瓜农们挣不着钱，几乎所
有村子都因为去年行情好，今
年扩大了大棚西瓜的种植面
积，而这，更加重了他们的损
失。

郑家庙村瓜农户女士告诉
记者，看去年西瓜行情好，她将
去年10亩大棚扩大到今年的15
亩，而收入比去年少三分之二。

“去年，我们村大约有1500亩的
大棚西瓜，今年增加了近2000
亩，几乎都是从露地西瓜转过
来的。”

同样，武李村一李姓村民
告诉记者，他今年也新建了一
个大棚，自家大棚西瓜面积从
去年的 8亩增加到今年的1 0
亩。目前，所有大棚西瓜都已
经卖完，10亩地的总收入不到
3万元。而去年，每亩地西瓜卖

价几乎为8000元左右。“面积
增加了1/4，收入却减少了近2
/3。”

与李姓瓜农一样，今年，原
来很多的大棚西瓜瓜农都增加
了大棚数量，扩大了大棚西瓜
种植面积。李姓瓜农告诉记者，
今年，他们村子大棚西瓜面积
增加了近一倍。

“去年西瓜行情好，很多瓜
农都是今年开始新建的大棚，
每个大棚就需要4000元左右的
投入，这也无形增加了种植成
本。恰遇行情不好，新建大棚肯
定是要赔的。”该李姓村民告诉
记者。

惠民县农业局蔬菜办业务
科数据显示，今年，惠民县麻店
镇大棚西瓜的种植面积由去年
的8000亩上升到今年的1万余
亩。

扩增大棚却加重了损失

惠民县农业局蔬菜办业务
科近五年市场调研数据显示，
今年，惠民大棚西瓜是六年来
最低价。

麻店镇曹家村村民曹学申
今年种植了5亩西瓜大棚，大部
分的西瓜以4毛左右的价钱被
瓜商收购了，还剩下3000多斤
瓜商不要的西瓜，这些西瓜成
熟度高不方便远距离运输，但
是当地的人们不喜欢无籽西瓜
的口感，所以他只能便宜处理，
处理价格在2毛钱左右。

曹雪申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亩地一般种植五六百颗
瓜苗。仅瓜苗价钱就五六百元。
其次，前期一袋多化肥，就需
300元/亩左右，再加上从种西
瓜到成熟过程两至三次的冲施
肥，每次大约150元/亩。算上大
棚投入，一亩瓜地的“硬成本”
就2000多元，这还不算人工成
本和农药，而亩产五六千斤的
西瓜总共能卖1800元左右，除
掉上述成本，瓜农一亩地就赔
近千元。

六年来最低价，一亩赔近千元

今年4月份，青岛即墨、胶
州等地，12名市民吃了“黑美
人”西瓜后，纷纷出现头晕、恶
心呕吐等症状，被查出有机磷
中毒，有一名孕妇甚至因为毒
素侵入到血液中，胎儿不保。据
了解，患者所食用的西瓜系海
南万宁出产的冰糖黑美人西
瓜。这是前段时间的黑美人“毒
西瓜”事件，它影响了外地西瓜
尤其是海南西瓜的销量，同时
也影响了当地西瓜的销售。

“毒西瓜”事件已经过去近

2个月，麻店镇生产的京欣品种
西瓜依然受到了影响，虽然当
地群众知道当时出现问题的是
外地西瓜，但现在很多人连本
地瓜也不吃了。

来自广州、深圳的西瓜收
购的老板告诉记者，今年市场
对于西瓜的需求量明显减少。

“运往广州深圳的西瓜很大一
部分作为水果拼盘进入了娱乐
场所，受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变
化的影响，西瓜销量也会随之
减少一部分。”

对海南“毒西瓜”仍心有余悸

一户瓜农把自己的大棚西瓜装到大货车上。

谈好了价格，瓜农把西瓜过磅、装车。

外地西瓜抢滩

突变集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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