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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南方日報」記者昨日調查了解，廣州葱價近
期有較大幅度的上漲，但並未出現 「10 元兩根」的
情況。目前廣州大葱零售價約為 10 元（人民幣，下
同）一公斤，要高於雞蛋價格。市場人士稱，在南方
，大葱主要作為配菜調料，消費量有限，因而漲價對
居民生活影響不大。

穗一月內從3元衝到10元
在五羊新城東興南菜市場，有攤主告訴傳媒記者

，大葱最近價格漲得比較快，目前價格為 10 元一公
斤，從剛開始的每公斤6元多漲到目前的每公斤接近
10元時間很短，而且還有上漲的可能性。

在廣州江南果菜批發市場，市場主管林業桃表示
，大葱近期確實漲價了，之前大葱主流價格是 3 至
3.6 元一公斤，現在漲至 5 元一公斤，漲幅挺大的，
但沒有部分媒體說的10元兩根大葱這麼誇張。

南日記者注意到，昨日在終端菜市場的江南西肉
菜市場大葱報價也是10元一公斤，雞蛋報價則為8.4
元一公斤，大葱價超過雞蛋。

3月中比上月漲價66.7%
據新華社全國農副產品和農資價格行情系統監測

，大葱的價格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飆升，2月中旬以
來，全國大葱價格持續上漲，3月中旬價格比上月上
漲66.7%。根據廣州市物價局菜籃子價格監測系統顯
示，在更上一層的批發環節，與去年同期相比，大葱
已經從0.6元一斤飆升到了2.5元一斤。

「大葱是從外地購入，主要是從北方進購。」林
業桃說。據他分析，近期的漲價主要跟北方主產地產
量下降有關。

據新華社報道，章丘市赭山大葱專業協會會長李
家祿介紹說，大葱行情在保持連續7年的較好水平後
，2010 年和 2011 年都出現快速下跌。連續兩年的壞
行情導致葱農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 「今年章丘大葱
種植面積比2010年可能減少50%。」

不僅種植面積減少，大葱畝均產量也出現下滑。
章丘市赭山大葱專業協會理事長李鵬飛說： 「由於常
年種植大葱土壤養分受到影響，再加上病蟲害和凍害
，今年大葱畝均產量從4000公斤減少到了2500公斤
以下。」

產量減層層加價導致暴漲
不過南方日報記者注意到，高額葱價大部分是在

流通環節被層層加上去的。暫且不算從產地流通到批
發市場，僅僅從批發市場出來到零售市場，其漲幅就
為 100%。昨日，江南果菜批發市場的大葱均價為 5
元一公斤，而廣州大部分肉菜零售市場的售價就漲至
10元一公斤。

農產品流通環節過多層層加價的問題一直備受詬
病。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認為，農
產品從地頭到擺上老百姓的餐桌中間經歷太多環節，
導致原本並不高的價格竟然可以連翻幾番。 「中間環
節太多實際上既沒有讓菜農穫利，也損害了消費者的
利益。」

江南果菜批發市場主管林業桃認為，除了流通環

節過多，流通成本也過高。比如，檔主要進入零售市
場不僅要繳納攤位承租費，還有人工、運輸等各項費
用，這些無疑最後會被攤到菜價中來。 「建議政府參
考國外做法，多搞一些公益性市場，降低流通成本，
從而降低菜價。」

向錢葱一夜風行
【本報訊】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北

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市民突然發現，花
10元錢僅能買到兩根大葱。有網友戲稱，
繼 「蒜你狠、薑你軍、糖高宗、豆你玩、
豬飛天」 等流行語之後， 「向錢葱」 成了
最新的潮語。

【本報記者張帆、倪巍晨上海二十日電】近來上
海 「大葱」的售價突然從年初每公斤1.5元陡增至如
今的8元，於是乎 「向錢葱」成為坊間最新的潮語，

但有受訪的市民稱，大葱並不是上海人餐桌上的 「必
備品」，因此對其生活支出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
計。

此前有媒體載文，近來大葱價格陡然增高，10
元錢僅能買到2根大葱。為了解現實大葱價格的實際
走勢，記者二十日兵分兩路，分別走訪了上海普陀及
楊浦兩區的農貿市場。普陀區某菜場的一名小販一見
記者看葱即熱情上來推介： 「電視上說五塊五一斤，
我這裡賣四塊五！」他邊說邊自顧自替記者挑了幾根
「昨天還賣五塊呢，你要幾根」？

記者留意到，由於大葱並非上海人餐桌上的必需
品，因此 「向錢葱」的出現也導致了菜場銷量的下滑
。記者在菜市場蔬菜銷售櫃枱看到，攤位上堆着大大
小小幾捆大葱，由於乏人問津大葱葉子無精打采地耷
拉着。攤主說，今年最早的時候，大葱價格在2.5元
上下浮動，不過那已經是 「很久很久以前」了。他續
稱，二十日大葱批發價是每公斤3.5元，顧客購買大
葱通常要求把葱葉子摘去再稱重，若按每公斤4.5元

銷售，實際僅能掙0.5元。
「今年初每斤大葱我賣1.5元，但最近大葱進價

卻突然升高。」在楊浦區某菜場，正在銷售蔬菜的攤
主告訴記者，近來大葱價格上漲主要與國內大葱主產
地的產量下降有關， 「我這裡有兩種產地的大葱，山
東大葱賣8元一公斤，河南大葱則相對便宜僅要5元
；大葱價格也帶動了小葱價格的上升，我這裡小葱每
公斤賣6元，有些攤位的小葱已賣到近8元。」

飯店菜價暫不會影響
坊間餐飲業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上海人並

不喜歡吃大葱，就飯店而言，大葱通常作為 「乾鍋類
」菜餚的調味品，如 「乾鍋牛蛙」、 「乾鍋雞」等，
「我們放大葱主要起添香作用，還能墊在主食材下面

撐些門面」。她表示，上海大葱價格上漲暫不會影響
菜價，飯店可用洋葱等來替代。

楊浦區某五角場某東北人餐館也表示，雖然餐廳
菜餚的售價不會因 「向錢葱」而漲價，但會在菜餚中
少放些大葱，或者在某些菜餚中用豆角、藕片、芹菜
等食材代替。截至記者發稿，滬上的全聚德烤鴨店亦
表示，店內一份 「蘸醬加葱」的售價仍為 15 元，並
未調價。

向錢葱對滬人影響微

中新社北京3月20日報道，2012年第1季度，由中國央
行在全國50個城市進行的2萬戶城鎮儲戶問卷調查顯示，有
62.9%的居民認為物價 「高，難以接受」，這一數字已比上
季度回落5.9個百分點。居民亦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繼續回
落，同時房價上漲預期亦降至近三年來低位。

自 2011 年下半年以來，在央行這項例行季度調查中選
擇 「物價高」的居民人數逐季下降，顯示中國 「穩定物價」
舉措初顯成效。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已有34.9%的受訪者認為物價 「可
以接受」，比上季度大幅提高了 5.2%。預測下季度物價上
漲的居民比例也有明顯下降，令中國調控物價前景變得更為
樂觀。

央行報告顯示，一季度居民對未來物價預期指數62.1%
，低於上季度和去年同期3.3和10.7個百分點。其中，預測
下一季度物價上漲的居民比例為 31.4%，較上季度下降 5.4
個百分點。

這份調查中，還有一個數字引起注意：央行表示，中國
居民對當前房價接受程度有所提高，房價上漲預期降至近三
年來低位。

數據顯示，對下半年房價走勢，19.7%的居民預期 「下
降」，而預期 「上升」的居民比例為17.7%，較去年同期下
降了23.8個百分點。

當天同時公布的另一份央行調查顯示，銀行家宏觀經濟
信心指數上升，而銀行業景氣指數高位回落，貸款需求指數
也有所下降。

央行調查：
六成人不接受高物價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 20 日報道，此間發布
的一份最新 「中國十大超級豪宅」排行榜顯示，北京
、上海和廣州三地入選榜單的 「豪宅」數量並列 「第
一」，均為2家，但榜單前三名則分別位於廣州、上
海和大連。

世界經理人集團（icxo.com）、世界地產研究院
和《總裁》雜誌聯合編製的 2012 年（第九屆） 「中
國十大超級豪宅」排行榜 20 日在北京發布，廣州大
一、上海濱江凱旋門、大連 「華潤．星海灣壹號」三
個豪宅樓盤名列前三。 「十大超級豪宅」中，北京、
上海和廣州分別有2家入榜，大連、成都、惠州、南
寧各有1家入榜。榜單評選的根據包括樓盤知名度、
品質價格比、物業領先度、投資回報率、業主滿意度
及地理位置等指標。

《總裁》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丁海森表示，在中
國上海、北京和深圳等一線城市，以別墅為代表的豪
宅價格10年來平均升幅高達500%。不過，中國仍沒

有真正意義上的豪宅，因為中國高檔住宅面臨着空氣
質量、土地年限、設計品位以及配套服務等四大因素
的制約；特別是空氣質量，連 「天堂」杭州也在世界
城市空氣質量排名的千名之外。而從投資回報方面來
看，投資中國豪宅的最大顧慮仍是房地產泡沫。

世界地產研究院的報告認為，與其他國家的富裕
群體相比，中國富裕群體更多地將購買豪宅列為奢侈
品消費的第一選擇。世界經理人集團總裁袁浩東即指
出，與全球最貴豪宅英國倫敦的 「海德公園一號」冷
冷清清一樣，中國最貴豪宅 「廣州大一」目前只售出
6套。富人為顯示身份而購買豪宅，豪宅的首要特徵

已不是居住。
世界經理人集團（icxo.com）是全球知名的戰略

諮詢、管理培訓和商業媒介機構，總部設在美國紐約
，由 1999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
（Robert Mundell）擔任主席。

中國十大超級豪宅出爐
惟業界指中國尚無真正豪宅

【本報訊】據騰訊視頻20日報道，第一太平戴維斯19
日發布了針對內地多個城市的平均房價及當地中等收入水平
的家庭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中等價位住宅總價與中
等家庭年收入之比約為 30，這也意味着在上海，一個中等
收入家庭買一套 100 平米的兩居室需要奮鬥 30 年，為當前
內地最高；廣州一線城市房價還將有10%至20%的降價空間
與北京次之，約為28；成都約為20。

根據本次抽樣的城市及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內地典型一
、二線城市房價收入比已遠高於境外一些城市。例如，在瑞
典斯德哥爾摩該比例約為 11，澳洲悉尼的房價收入比低於
10，而在瑞士的蘇黎世，該比例遠低於10。

據業內相關人士分析，自 2001 年以來，在城鎮居民收
入和城鎮人均住宅建築面積每年保持平穩變化的情況下，10
大典型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基本每年都在上升，主要原因是房
價過快上漲。經過兩年的調控，2011 年一、二線城市，包
括北京、上海和杭州，房價收入比已經出現同比下降。而其
他典型城市，房價收入比上升的勢頭也基本被遏制。不同收
入階層的房價收入比近兩年來連續回落，但這一比例在中等
至中低收入家庭仍然較高。

對於今年內地的住宅價格，第一太平中國董事長劉德揚
分析，政策不改變的大環境之下，一線城市房價還將有10%
至20%的降價空間。

該機構昨日發布的 2012 年中國房地產市場趨勢報告指
出，受到住宅市場買賣雙方濃厚的觀望情緒及未來政策的不
確定性影響，未來的商業地產仍將持續升溫。劉德揚表示，
在去年核心供應區寫字樓租金上漲40%的情況下，今年仍將
延續上漲態勢。

內地買房成本滬穗京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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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喜歡用 「你算哪根葱」來表達
對人的輕蔑和鄙視，可見大葱原是上不了
枱面的 「輕賤物」。然而最近，在北京、
上海、廣州等地，兩根大葱價值10元，它
的價格已經蓋過了雞蛋，成了人們要惦量
着才敢買的 「稀罕物」。

警惕CPI走勢再被推高
雖說大葱漲價暫時不會推高 CPI，但

必須警惕的是，前幾年大蒜、生薑等都充
當過通脹的 「帶頭大哥」，從 「豆你玩」
到 「糖高宗」，從 「油你漲」再到 「蘋什
麼」，每一個新詞的出現，最終都給百姓
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和負擔。而今，大葱身
價的暴漲，顯然也是一個值得引起重視的
苗頭。在剛剛結束的全國 「兩會」上，溫
家寶總理關於去年物價調控指標未能完成
的致歉言猶在耳，這項任務的艱巨性和複
雜性可想而知，我們對今年的 CPI 走勢切
不可掉以輕心。

予以重視則必須先找出漲價原因。一
些家庭主婦還依稀記得，去年此時大葱價
格每公斤跌到不足0.2元，甚至成為買菜時
的 「贈品」，正是連續幾年的壞行情挫傷
了葱農的生產積極性，大葱供給量才急劇
減少，導致今年價格暴漲。這種 「菜賤傷
農」與 「菜貴傷民」的交換輪替，恰恰暴
露了目前的農產品生產缺乏科學合理的種
植指導。此外，農副產品銷售中過多的中
間環節，是價格飆升的另一推手。業內人
士透露，大葱從地頭進入老百姓餐桌上至
少要經歷 「種葱─小經紀人─大經紀人─
運輸戶─大批發市場─小批發商─市場」
等環節，尤其是在供應偏緊的時候，每個
環節加價幅度都很大，到了市民手中，價

格自然就貴得離譜。

慎防「蒜你狠」捲土重來
這些顯然都不是新近出現的問題，中央及有關部

門都曾有針對性地出台了多項規定，而在今年的政府
工作報告中，更將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作為2012年
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多管齊下，切實把流通效率
提上去、中間成本降下來，真正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
得到好處。但從目前的貫徹效果來看，顯然還存在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 「老大難」問題。

而從更深層次來看，大葱價漲的背後，則仍然隱
約藏有游資興風作浪的迹象。逐利是資本的本性，當
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獲利空間減少時，它們自然便
轉向物資，並借助種種似是而非的概念，玩起了 「擊
鼓傳花」遊戲。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最重要的是要
給民間資本創造一個制度化的出口，特別要加快壟斷
行業改革，讓資本在相對穩定的預期中賺錢，而不是
在暴利中狂喜，又在暴跌中悲泣。

總之，別小看了一根葱。或許 「向錢葱」不一
定會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帶來影響，但如果不對
其價格異動予以剖析和解決，那麼 「蒜
你狠、豆你玩、糖高宗、薑你軍」有一
天還會捲土重來。 時時評評

曼玲

▲上海人吳先生是大葱的擁躉，他坦言，價格暴
漲後他吃大葱的數量已減少了 本報攝

上海濱江凱旋門 大連「華潤．星海灣壹號」廣州大一別墅

◀北方受 「向錢
葱」 影響較大，
北京的大葱已經
漲價到了10元人
民幣買兩根的程
度

網絡圖片

▼廣州的大葱目
前零售價約為10
元人民幣一公斤
，也已高於雞蛋
每公斤 8.4 元的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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