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
蔬菜普遍涨价

“苦瓜比前几天贵了5角钱1
斤啰。”同一天，谢家湾农贸市场，
一位买菜的大妈抱怨道，最近菜
价真涨了不少。

“黄瓜、茄子都比十天前贵了
5角多。”“现在两块钱以下的菜基
本上没有了，菜钱开销增加了。”
记者在市场采访时，听到最多的
就是一个涨字。

对此，菜贩子的说法是：“批
发价都涨了，我们不涨价就只有
亏本。”

记者随即前往九龙坡太慈蔬
菜批发市场一探究竟，发现大多
数蔬菜批发价格确实在涨。

玉米由 3 元/公斤上涨到 6

元-7元/公斤，油菜由3元/公斤
上涨到6/公斤，空心菜由5元/公
斤上涨到 10元/公斤，黄瓜由 2
元/公斤上涨至3.5元/公斤……

太慈蔬菜批发市场一位批发
商告诉记者，最近半个月部分蔬
菜如油麦菜、玉米、空心菜、苦瓜、
黄瓜、胡萝卜、四季豆等价格都有
所上涨，菜价普遍上涨差不多在
25%-50%。他说：“平均每公斤
蔬菜涨了1块到两块五，有些菜
涨了50%。”

数据
叶菜类涨幅大

蔬菜价格变化，第一时间感受
最深的当然是市民的菜篮子，不过
相关部门背后的统计数据，更能精
准分析蔬菜价格的变化情况。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信息网发
布的监测数据看到，今年6月份，
我市监测的22种蔬菜价格环比

“18跌4涨”，平均价格环比下降
4.84%。而进入7月份，蔬菜平均
价格环比却上涨10.82%，部分品
种环比涨幅超过20%，监测的10
个品种中有9种环比上涨，与上
年同期相比，7月上旬蔬菜价格也
是“7涨3跌”，同比上涨13.96%。

具体来看，今年蔬菜上涨的
区县较多，部分区县涨幅较大。
据了解，监测的22个区县中，7月
上旬以来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6
个 ，其 中 璧 山 区 环 比 上 涨
51.86%，忠县环比上涨37.28%，
潼南区环比上涨28.44%，大足区
环比上涨26.96%，江津区环比上
涨 26.68% ，长 寿 区 环 比 上 涨
20.12%。

其次，此番价格上涨的品种
多且涨幅大，7月上旬以来监测的
10种蔬菜中有9种出现不同程度
的 上 涨 ，其 中 青 椒 环 比 上 涨
22.66%，瓢儿白环比略涨3.26%，
莲白环比上涨21.37%，莴笋环比
上 涨 17.39% ，莲 藕 环 比 上 涨
14.16%，黄瓜环比上涨11.56%。

从上涨的类型来看，叶菜类
蔬菜涨幅大于瓜果类。据悉，由
于叶类蔬菜生产周期受天气影响
较大，使其价格波动幅度也大。7
月上旬以来叶菜类蔬菜价格环比
上涨13.62%，同比上涨9.94%；瓜
果类蔬菜环比上涨9.33%，同比
上涨6.14%。

原因
都是天气惹的祸

蔬菜价格普遍上涨，原因究

竟是什么呢？来自璧山、江北的
蔬菜种植大户均表示，近期我市
蔬菜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
因是天气的变幻无常。

一方面，我市6月份连雨天
气较多，使青椒、西红柿、茄子
等部分蔬菜由于光照不足和水
分过多而发生病虫害情况；另
一方面，7月初我市晴热的高温
天气和 7 月上旬持续连雨的交
叉影响，致使大部分蔬菜因病
虫害和采收不及时烂在地里，
在蔬菜的保存和运输过程中也
增加了损耗、加大了成本，使 7
月上旬来我市本地蔬菜上市量
明显不足，导致7月份蔬菜价格
涨幅明显。

专营黄瓜、西红柿批发生意
的陈斌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暴雨
洪灾使渝西不少区县的蔬菜基地
受到影响，菜品种类减少了1/3不
说，数量也有所下降，收购难度加
大，成本大幅提高。“有时候货都
拿不到，价格怎么可能不涨嘛。”
他说。

此外，除天气影响、蔬菜购
买、运输成本增加外，豇豆、西红
柿、茄子等部分品种也快逼近收
获末期和产地转换期，上市量逐
渐减少，也导致了价格上涨。

据悉，由于 7 月下旬，我市
持续不断阴雨天气的影响，我市
下半年蔬菜价格会明显高于往
年同期，尤其是 8月初，我市蔬
菜价格可能还会有较明显的上
涨。

对此，业内专家建议，应积极
拓宽蔬菜货源渠道，保障市场供
应；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流
通成本；同时要加强蔬菜价格监

测，运用价格信息引导生产、流通
和消费。

文/图 记者 赵伟平

按常理讲，每年盛夏是我市地产蔬菜瓜熟蒂落，价格也最为“亲民”的时节，但今年——

重庆菜价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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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农业农村

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

平均价格为 4.17 元/公

斤，而7月5日重点监测

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06元/公斤。这一数据

变化的背后是全国蔬菜

价格一改前期连续5周下

跌的态势，进入了止跌回

升的上行通道。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

者通过走访我市农贸市

场、蔬菜基地、商超了解

到，我市的蔬菜价格同样

如此。在今年菜价第一

轮疯涨平息后的近一个

月来，蔬菜价格又开始悄

然上涨，其中有的蔬菜涨

幅达到了50%。看着琢

磨不透的菜价，有市民直

呼：花同等数量的钱，菜

篮子却在“变轻”。

究竟是何种原因影

响市民菜篮子的变化？

后市蔬菜价格走势如

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

进行了调查。

虽说每天买菜花的钱都是零
零碎碎的，但天长日久也是很大
的一笔开销。那么怎样才能买到
便宜的蔬菜呢？记者收集整理了
三种方法。

第一招，瞅准时间去超市。到
超市淘便宜菜，可得瞅准时间，比如
事先了解超市的特价时段，或者会

员日之类的优惠日期等。几乎每天
晚上八九点钟，超市快打烊时，很多
剩余蔬菜都会被低价处理掉，这时
价格会比较低。

第二招，到 24 小时的生鲜
店。每家生鲜店都有一些自己从
原产地采购的蔬菜，由于中间流
通环节被砍掉，因此价格不同。

比如价格相对惠民的“宜品生
鲜”，相比一些农贸市场、商超，
一斤蔬菜的价格要便宜 0.5—1
元。

第三招，电商网购。目前，随
着我市农村电商的发展，基本上
每个区县的乡镇、村居都建有镇
级或者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可以
关注各个区县的农村电商平台，
从农户地里直购像土豆、玉米、南
瓜、冬瓜、辣椒等切类蔬菜，价格
能便宜20%左右。

“太阳好的时候4-5天就可
以晒干，再和腊猪脚、腊排骨等
一炖，味道巴适得很！”奉节县永
乐镇长凼村村民郑廷青一边晾
晒干洋芋块，一边笑着说。

近日，笔者走进永乐镇长凼
村，村民都忙着在自家院前晾晒
干洋芋块。在阳光的照射下，这
些厚薄均匀的干洋芋块儿呈现
出一片喜人的金色，当地人更视
它作“黄金块块”。

据郑廷青介绍，长凼村晾晒干

洋芋块已有上百年历史，这种将原
生态的洋芋坨加工成“黄金块块”，
不仅制作工艺简单，“身价”还上涨
了几倍，且具有易保存、易转运的
优点，深受人们青睐。

“我们村的干洋芋块一年有
上百吨的产量，以每斤7元的市
场价计算，年收益就上百万元。”
该村负责人说。

目前，正是晾晒干洋芋块的
好季节，欢迎大家线上线下购买。

文/图 通讯员 何燕 苏小城

▲受雨水影响，藤菜
从月初的3元一斤上涨至4
元一斤。

三招教你买便宜菜
相关新闻

奉节永乐镇

加工干洋芋块身价涨几倍

本报讯（通讯员 刘辉）7
月10日，在梁平区曲水镇聚宝村
的李子收购点，梁平邮政分公司
的快递员将按照网上订单采摘的
李子进行过秤、装箱、快递。盛夏
时节，梁平区曲水镇的7000多亩
高山清脆李子迎来了销售旺季。
该区邮政、顺丰等电商企业和当
地村级电商服务站来到李子出产
地，通过电商打开李子线上销售

“绿色通道”，为农民抢占了销售
市场，节约了销售成本。

据曲水镇镇长杨宁春介绍，

曲水镇高山清脆李子口感较佳，
具有果大、皮薄、香脆、甘甜、无
涩味等特点，今年通过电商，销
售到了浙江、江苏、上海等大都
市，每箱 5 斤李子售价达 120
元，并且供不应求。除此之外，
每天还吸引了重庆周边区县的
客商用货车上门收购，每斤批发
价在4—10元之间。

据了解，曲水镇的高山清脆李
子包括早、中、晚熟李子，成功申报
了“生态原产地保护”标识，销售时
间从6月下旬开始到9月结束。

梁平

电商助力曲水李子好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