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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實施縮股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為維護公司股票上市地位，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改善公司運營體質及財務結構，確保公司持
續發展。

經公司申請，商務部授權機構 「廈門市投資促進局」已審核通過了 「關於公司實施縮股的方案
」，具體詳見2012年11月10日披露的《關於公司擬實施縮股方案獲得廈門市投資促進局同意批覆
的公告》。現將具體方案公告如下：

特別風險提示：
本公司縮股方案涉及全體股東將同比例減少股份，全體股東所持股份將按6：1縮減，可能會

引起公司股價的大幅波動，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重要提示：
1、具體縮股方案為：以現有總股本1,112,350,077股為基數，全體股東將按每6股縮為1股的方

式縮股，相當於每股折算為0.166666668股。
2、縮股方案實施的股權登記日為：2012年12月28日。
3、縮股方案實施後首個交易日為：2012年12月31日。
當日，公司股票交易實行價格漲跌幅限制，漲跌幅限制價格為開盤參考價的上下10%。現公布

復牌當日開盤參考價的計算公式為：開盤參考價＝（實施前一交易日收盤價×縮股方案實施前股份
總數）／縮股方案實施後股份總數。

4、公司將於2012年12月28日和12月31日披露《關於公司實施縮股方案及復牌的風險提示公
告》、《關於公司股票復牌及開盤參考價的提示公告》，敬請投資者密切關注。

一、縮股方案履行法定程序情況
公司縮股方案於 2012 年 8 月 24 日經公司 2012 年第五次臨時董事會審議通過；具體內容詳見

2012年8月25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巨潮資訊網》的《2012年第五次
臨時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關於公司擬實施縮股方案的公告》。

2012年9月13日，該方案經公司2012年度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具體內容詳見2012
年9月14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巨潮資訊網》的《2012年第三次臨時
股東大會會議決議公告》。

根據《公司法》等有關規定，公司發布了《關於縮股減少註冊資本通知債權人的公告》和《外
商投資企業減少註冊資本公告》、《關於公司擬實施縮股方案的進展公告》，具體內容已於2012
年9月14日和2012年9月21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巨潮資訊網》。關
於減資通知債權人的公告已於2012年11月2日法定公告期滿，在通知債權人公告期間，公司向所
有債權人送達減資通知，並取得所有債權人對公司減資的同意函（即所有債權人均同意公司的縮股
方案）；公司不存在需要清償債務或提供相應擔保的情況。

對公司實施縮股方案應履行法定程序的履行情況，北京市中倫（深圳）律師事務所分別出具了
《關於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擬實施縮股方案的法律意見書》、《關於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和《關於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減少註冊資
本審批機關的法律意見書》，具體詳見 2012 年 8 月 25 日、2012 年 9 月 14 日和 2012 年 9 月 21 日在
《巨潮資訊網》披露的內容。

二、縮股方案的主要內容
根據公司 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公司擬實施縮股的議案》，在

履行完法定的公告程序後，公司將以現有總股本1,112,350,077股為基數，全體股東將按每6股減為
1股的方式縮股，相當於每股折算為0.166666668股。縮股方案實施完畢後，本公司的總股本將由
1,112,350,077股減少至185,391,680股，均為無限售流通股。

三、縮股方案實施辦法
截止2012年12月28日（星期五）下午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股東全部參加本次縮股方案的實施。全體股東減少的股份由中國
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據方案實施股份變更登記日登記在冊的全體股東持股數，
按比例自動從帳戶扣除。每位股東按比例計算減少股份後不足一股部分，按照《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
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權益分配及配股登記業務運作指南》中的零碎股份處理方法處理。.

四、開盤參考價的計算公式
開盤參考價＝（實施前一交易日收盤價×縮股方案實施前股份總數）／縮股方案實施後股份總

數。
五、相關帳務處理
1.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資本溢價部分計入資本公積，因此，對於本次縮股

涉及的原始股本減少部分計入資本公積，共計123,333,333元，本次縮股涉及的資本公積轉增股本
減少部分計入資本公積，共計24,666,667元，兩項合計計入資本公積148,000,000元。

2. 對於本次縮股涉及的盈餘公積及未分配利潤送股減少部分，共計778,958,397元，計入盈餘
公積。

3.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累積虧損為774,615,136.23元。實施縮股後，公司盈餘公積中
用於彌補累積虧損為774,615,136.23元，剩餘盈餘公積為4,343,260.77元。

六、方案實施前後股本結構變動情況 單位：股

七、實施縮股後的備考財務數據
上述縮股減資及以盈餘公積彌補累計虧損後，公司總股本將減少至185,391,680股（元），總

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淨利潤等財務指標不會因縮股而發生變化，但每股淨資產和每股收益會
增加。本次縮股前後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備考財務數據如下：

八、其他事項說明
面對2012年嚴峻的外在經濟環境，在家電製造本業上，公司董事會和經營團隊積極強化改革

、優化流程、降低成本、提升生產的品質與效率，內銷市場也得到較大幅度的成長，公司經營情況
從下半年起得到改善，整體業務平穩發展。前三季度虧損已從上半年虧損1,938萬元降低為約222
萬元，在第三季度當季獲利1,716萬元，年度預計將盈利1,600萬元-2,200萬元，具體請參閱今天同
時披露的《2012年年度業績預告》。公司前三季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3,281萬元，預
計第四季度將持續現流淨增加。在縮股減資方案實施後，公司財務體質健康，每股淨資產約為2.49
元，自此公司未來的盈餘，將可以依據分紅政策實施分紅，給投資者合理的回報。

公司後續將在營運方面持續作出大幅改革，強化小家電事業出口，擴大內銷品牌力度，及進行
企業多元化與資本市場轉型升級發展；以獲利、分紅、轉型，做大做強來回饋所有投資者。

九、備查文件
1、北京市中倫（深圳）律師事務所關於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擬實施縮股方案的法律意

見書；
2、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3、北京市中倫（深圳）律師事務所關於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

會的法律意見書；
4、北京市中倫（深圳）律師事務所關於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減少註冊資本審批機關的

法律意見書；
5、廈門市投資促進局關於同意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減資的批覆（廈投促審[2012]698號

）。
十、聯繫方式如下
聯繫地址：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資區燦坤工業園
郵政編碼：363107
聯繫人：孫美美、熊建林
聯繫電話：0596-6268103、6268161
傳真：0596-6268104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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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業績預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2、預計的業績：同向上升

註：
1、每股收益按縮股後的股本185,391,680股計算；
2、上年同期追溯調整的原因係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收購英升發展有限公司100%

股權，具體詳見2012年3月13日、2012年6月14日分別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
《巨潮資訊網》的《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公告》、《關於控股子
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完成股權登記變更手續的公告》。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次業績預告未經註冊會計師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上半年度受到歐美外銷市場不景氣營收減少，人民幣匯率升值及資產提列減損影響，使得上半

年虧損1,938萬人民幣；從下半年開始由於公司強化內部運營管理、降低採購成本、優化產銷流程
，第三季度當季獲利1,716萬元，前三季累計虧損下降為222萬元，第四季度將持續獲利，預估全
年獲利約1,600萬元-2,200萬元。

四、其他相關說明
公司於今日同時披露了《關於公司實施縮股方案的公告》，公司股票將於2012年12月31日復

牌，故本次年度業績預告以縮股後的股本185,391,680股計算每股收益。
具體財務數據將在公司2012年年度財報報告中予以披露，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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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公司於2012年3月13日披露了《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公告
》，其中 「標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財務數據」有誤，只列示了英升發展公司自身的財務數據，
未包含其控股子公司的數據，現對上述數據更正如下：
標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財務數據（經審計）

單位：人民幣元

收購英升發展前後公司的財務數據對比列示如下表：
單位：人民幣元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關於同一控制下合併的規定，公司對相關財務數據在公司2012年半
年度報告及第三季度報告中對比數據進行重述。

對上述工作失誤引起的誤導向投資者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27日

一、未上市流
通股份
1、發起人股
份
其中：國家持
有股份
境內法人持有
股份
境外法人持有
股份
其他
2、募集法人
股份
3、內部職工
股
4、優先股或
其他
二、已上市流
通股份
1、人民幣普
通股
2、境內上市
的外資股
3、境外上市
的外資股
4、其他
三、股份總數

本次變動前

數量

1,112,350,077

1,112,350,077

1,112,350,077

比例

100%

100%

100%

本次變動增減（+,-）

發行
新股

送股
公積
金轉
股

其他

-926,958,397

-926,958,397

-926,958,397

小計

-926,958,397

-926,958,397

-926,958,397

本次變動後

數量

185,391,680

185,391,680

185,391,680

比例

100%

100%

100%

科目

總資產

負債

所有者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未分配利潤

總股本

資本公積

盈餘公積

每股淨資產

每股收益

縮股前（人民幣元）

1,069,276,747.57

608,056,625.40

461,220,122.17

9,758,413.34

-774,615,136.23

1,112,350,077

123,485,181.40

0

0.4146

0.0088

縮股後（人民幣元）

1,069,276,747.57

608,056,625.40

461,220,122.17

9,758,413.34

0

185,391,680

271,485,181.40

4,343,260.77

2.4878

0.0526

項 目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追溯後增長
：523%-756%
盈利：1,600萬元-
2,200萬元
盈利：約 0.09 元-0.12
元

上年同期
追溯前

盈利：976萬元

盈利：0.05元

追溯後

盈利：257萬元

盈利：0.01元

項 目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應收款項總額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淨資產
營業收入
營業利潤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沒有包含大比例
非經常性損失）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合 併
2011年12月31日

57,063,810.16
67,355,561.62
2,717,712.90

0.00
（10,658,379.60）

19,829,665.97
（9,529,711.84）

（9,434,976.34）

4,338,084.59

2012年1月31日
57,985,682.35
21,055,546.12
4,386,620.08

0.00
36,561,359.28
3,470,362.85

（143,745.56）

（142,308.08）

621,890.53

項 目

資產總額

負債總額

應收款項總額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淨資產

營業收入

營業利潤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沒有包含大比
例非經常性損失）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更改前

2011年12月31日

1,916,130,287.89

1,085,722,971.34

515,983,998.29

0.00

470,858,567.38

2,914,385,253.14

14,126,267.25

9,758,413.34

93,983,342.37

更改後

2011年12月31日

1,963,870,832.92

1,143,868,617.51

509,491,795.74

0.00

462,458,624.03

2,914,160,253.98

4,445,422.50

2,568,831.40

98,321,426.96

雲南咖啡正遭遇價格寒冬，目前咖啡豆收購價較去年同期已下
降五成以上，創下近五年來雲南咖啡豆收購最低價。雲南省咖啡行
業協會副秘書長胡路稱，雲南咖啡一直扮演賣初級原料產品的角色
，企業則處於小、散、亂狀態，在世界咖啡產業格局中沒有多少地
位。他和業界人士都認為，必須走精品深加工之路，形成產業鏈，
打造自己的品牌，建立起全國通用的標準體系，雲南咖啡才能在世
界上獲得話語權。

本報記者 康 靜

財政部：金融業潛藏風險加大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A21中國經濟責任編輯：王文嫻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在近日一次工作會議上表示
，金融行業潛藏的風險有所加大。近年來內地銀行業信
貸資產呈高速增長的態勢，信貸增量屢上新台階。其中
，絕大部分還沒有經過完整的經濟周期檢驗，潛在風險
較高，尤其是房地產及關聯行業風險，以及地方融資平
台貸款的期限錯配等風險依然存在，給金融風險管理帶
來一定壓力。但他沒有詳細闡述這些風險。

財政部網站昨日引述李勇表示，中國政府在過去三
年一直試圖通過限制住房購買和開發商融資等途徑抑制
房地產價格。李勇表示，近年來銀行業信貸資產呈高速
增長的態勢，也帶來了新的風險。但銀行監管機構官員
似乎試圖淡化銀行系統的整體風險，他們稱多數銀行的
不良貸款水平較低，並一直計提損失準備金。他還稱，
儘管經濟短期內觸底企穩的信號逐步明確，但中長期潛
在增長率放緩的趨勢難以改變。

籲加快推進金融改革
李勇強調，要正確認識推進金融改革的緊迫性，進

一步推進深化國有金融機構改革。首先，健全完善公司
治理結構，實現 「以改革促發展」、 「以發展強實力」
，不斷提升國有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
促進完善公司治理從 「形似」到 「神似」的轉變，在股
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 「三會一層」之
間，建立 「各負其責、相互制衡、協調運轉、有效監督
」的運行機制，提高國有金融機構經營效率。

此外，中國銀行業協會與普華永道昨日聯合發布中
國銀行家年度調查報告指出，內地銀行家對未來的銀行
資產質量表示樂觀，半數受訪銀行家預期未來三年其所
在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將維持在1%以下。

利潤方面，約七成銀行家預期未來三年其所在銀行
的收入及利潤增長率將低於20%，且擴大生息資產規模
是未來利潤增長的最有力推動因素。

該調查報告還提醒，理財產品市場高速發展背後的
潛在風險和存在問題已引起銀行家的關注。50.9%的銀
行家認為理財產品形成的大量表外資產，可能會對銀行
的資產質量和經營穩定性帶來影響；75%的銀行家對理
財產品同質化，價格惡性競爭表示擔憂，希望監管層面
能加以引導。

中國銀行家年度調查報告今年已是第四年發布。今
年的調查以銀行業金融機構各總行和分行高管為調查對
象，歷時半年，對內地 31 個省級行政區域（不包括港
澳台）的42家銀行和850位銀行高管展開問卷調查。

遼寧經濟明年料增12%

國際市場無地位 業界籲走深加工之路
滇咖啡價大跌 五年來最低

389名青年墾荒隊員57年前到荊棘叢生、人跡罕見的保
山市潞江壩進行拓荒建設，建成了國營新城青年農場。在農
場工作已有30年的農場長王國仕，見證咖啡產業在這些年
裡的周期變化， 「九○年至九二年和○一年至○三年分別遇
到過兩次價格危機」。王國仕回憶，兩次危機出現時，收購
價逼近成本價，咖農改種其他作物，或有部分被淘汰出局。
而今年農場的採收已進行三分之一，咖農面對今次的危機都
在觀望，希望價格有所回暖。

雲南省咖啡行業協會副秘書長胡路透露，即便今年咖啡
豆的市場價格繼續下行，雲南咖啡產業也不會重蹈○二年的
覆轍。當前雲南咖啡種植的生產成本在每公斤13至15元，
收購價格臨界點在每公斤15元。他認為，若跌至這一價格
，後谷等一批本土企業會組織大規模收儲，以保障咖農利益
，不讓咖農承擔市場風險。

業內也認為，如果真的啟動全面收儲，政府方面或將給
予一些支持，採用補貼倉儲費及提供貼息貸款等方式，支持
咖啡企業進行收儲。雲南咖啡行業協會會長熊相入則建議咖
農在價格低迷時加大種植力度。他解釋稱，按咖啡價格十年
一個周期計算，今年（低價）的時候種，二○二二年和二○
四二年都將迎來共兩個價格高峰，只有二○三二年一個價格
低谷。若在價格較高的時候種，只能遇到一個價格高峰，但
會遭遇兩個價格低谷，如此算來，在價格低迷時加大種植力
度獲利會更大。

【本報記者向芸成都二十六日電】備受
關注的中國民營企業四川漢龍集團對澳洲上
市公司桑德斯（SUNDANCE）的收購已進
入倒計時。記者今日從相關渠道獲悉，漢龍
將不排除攜手國有大型企業集團，組團開發
穆巴拉鐵礦項目，目前已有多家特大型國有
企業集團以及特大型鋼鐵企業正和漢龍洽談
合作事宜。

業內人士認為，漢龍集團聯合國企進行
開發，將帶動中國大型機械設備、基礎設
施、勞務和技術出口，進而開發整個中西
非地區的巨大資源，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健
康發展特別是為國內鋼鐵企業提供長期可
靠的鐵礦石資源保障，從而爭奪鐵礦石定
價話語權，有效制衡 「三大巨頭」，實現
「挺進大非洲、開拓鐵三角」的鐵礦石 「中

國夢」。
據悉，最新評估價值高達 140 億美元

（約881億元人民幣）的穆巴拉鐵礦項目位
於西非中部海岸，主要資源集中在喀麥隆的
Mbarga 礦區和剛果（布）的 Nabeba 礦區，
是全球範圍內最具投資價值的尚待開發的鐵
礦石項目之一。

目前礦區僅完成不超過礦區面積10%的
勘探工作，通過詳勘，近期可在 7.75 億噸

的基礎上增加9000萬至1.5億噸的高品位直運礦，遠景
勘探目標超過20億噸，鐵英岩赤鐵礦勘探目標超過100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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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羅丹瀋陽二十六日電】遼寧社會科學院
今日召開二○一三年《遼寧藍皮書》經濟社會形勢分析
預測新聞發布會，預計明年遼寧經濟指標仍將保持穩中
求進態勢，經濟增長將維持在10至12%之間。

遼寧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曹曉峰介紹，今年前三
季度，遼寧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7643.7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 9.3%，經濟基本實現企穩回升。初
步預計，今年生產總值增速在11%左右，經濟總量達到
2.4 萬億以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28%左右，總
量達到2.2萬億元以上。

曹曉峰表示，明年是國家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實施戰略的十周年，遼寧宏觀經濟工作將以穩增長為總
基調，繼續圍繞現在開展的工業五項工程、縣域和城區
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工程等為經
濟社會工作的重點，並在投資、消費、產業和收入分配
等領域會有一些作為。

「工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和不斷提高服務業增加值是
遼寧經濟增長的後發優勢」，遼寧社會科學院WTO研
究所所長張天維在談到未來遼寧經濟社會發展時稱。張
天維強調，服務業對遼寧經濟增長的拉動和對民生的改
善日漸提升。今年上半年，遼寧實現服務業增加值
4472.6億元，同比增長8.7%，增幅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
個百分點。據悉，到二○一五年末，遼寧將建成180個
服務業集聚區，省內各市都將擁有自己的大型服務業集
聚區。同時，遼寧將建成千億級的全國性商品市場，會
展交易額將突破5000億元。

據雲南省咖啡行業協會秘書長李功勤透露，目前該協會
和雲南省商務廳、發改委等政府相關部門正在進行商討和完
善，希望未來三至五年在昆明成立繼美國紐約、德國漢堡之
後的世界第三大咖啡期貨交易中心。

李功勤指出，期貨交易中心成立後，昆明將有儲存咖啡
豆的倉庫，可以把整個東南亞國家的咖啡集中起來，到時咖
啡總量將達到200萬噸，可佔到全球的25%左右，目前中國
東盟咖啡行業合作委員會已和東盟國家進行交流，東盟國家
也同意加入，期貨電子交易平台成立後將有期貨和現貨交易
平台，對國外採購來說將降低採購成本和倉儲成本。到那時
雲南的咖啡豆價格便可自我掌握，從而不再受制於美國期貨
市場。

目前雲南省相關政府部門批准成立了一個農產品電子商
務交易平台，李功勤稱，這雖然是個現貨交易平台，卻可以
為之後的期貨交易積累不少經驗。

據了解，目前雲南收購咖啡豆的無論是作為咖啡巨頭的
雀巢、星巴克，還是當地的後谷等本土咖啡企業，其收購價
格都是參照最新的紐約咖啡期貨價格來制定。雲南大學經濟
學專家徐光遠指出，雲南出產的咖啡豆在國際上還要冒用巴
西、哥倫比亞等出產國進行銷售，希望雲南有自己品牌的產
品能夠在國際市場暢銷，而這還需要有一條很長的產業線和
過硬的產品質量來支撐。

擬建咖啡期貨交易中心

雲南的咖啡種植面積和產量佔內
地的 98%以上。到了歲末，歐洲、美
洲及亞洲的咖啡巨頭紛紛到雲南收購
咖啡豆。十二月，國際咖啡巨頭雀巢
在雲南報出每公斤17.16元（人民幣，
下同）的開盤價，比去年同期下降五
成以上，令雲南咖農焦慮叢生。因為
該價格不僅創下近五年來雲南咖啡
豆收購最低價，且已逼近咖農的成本
線。

已逼近咖農成本線
記者在 「中國咖啡第一村」的雲

南省保山市隆陽區潞江鎮新寨村採訪
時遇到咖農邵艷婷，她抱怨說： 「咖
啡收購價格下跌，一家人基本的生活
保障都只能勉強保證，如果再繼續下
跌的話就只好不種咖啡了，看什麼值
錢就種什麼。」她今年種了20畝左右的
咖啡，預計可採收 2 至 3 噸咖啡米，
按照二○一○年每公斤34元的收購價
，收入可達 7 萬至 8 萬元。而今年收
入至少減少一半，刨去田地承包費用
和人工、肥料費用，已所剩無幾。

對於造成今年咖啡豆收購價格走
低的原因，雲南省咖啡行業協會秘書
長李功勤分析認為，首先，幾個咖啡
主產國今年不同程度的增產，其中，
巴西增產40.2萬噸，越南增產30萬噸
；其次，全球經濟低迷令咖啡消費模
式從高端消費（以小粒種咖啡為主）
，走向個人買焙炒好的咖啡豆（以中
粒種咖啡豆為主）回家烹調；此外，
近年來國外焙炒企業調整中粒和小粒
咖啡的使用比例，導致小粒種咖啡的
價格下跌較快。而雲南主產的就是小

粒種咖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雲南咖啡

行業協會會長、後谷咖啡董事局主席
熊相入表示，雲南雖為中國的咖啡大
省，但以目前雲南咖啡產量只有 6 萬
多噸，不到世界產量的1%，即使將來
130 萬畝咖啡種植地全部投產，20 多
萬噸產量也僅佔全球咖啡總量的3%左
右，在國際咖啡市場上還不具備影響
力，根本沒有話語權以影響世界咖啡
價格的走向。資料顯示，雲南咖啡種
植面積由○八年的39萬畝發展到現時
的130萬畝。

熊相入明確，爭奪話語權將是中
國咖啡產業未來的發展之路，中國咖
啡要取得話語權主要看雲南咖啡產業
的發展。他提到，目前雲南咖啡行業
的總產值在 700 億元左右，到二○二
○年，咖啡行業將出現井噴，總產值
將達到6000億甚至萬億元，而雲南咖
啡產業也將從速溶純粉、被炒豆、生
豆精品三個方面發展。他預期，五年後
雲南咖啡產量將達到 30 萬噸，將使中
國咖啡的產量擠進世界排名第六位。

業界駁斥產能過剩之說
至於咖啡產能過剩之說，熊相入

並不贊同，他稱，目前中國咖啡消費
正以 25%的增速逐年增長，即使雲南
咖啡產量達到30萬噸，也無法滿足內
地需求。他同時建議，要在幾年內建
立起全國通用的標準體系，規範市場
秩序，成立國家咖啡協會，參與世界
級的咖啡活動，加上消費大幅增加，到
時中國咖啡必定會擁有世界話語權。

胡路認為，雲南咖啡必須走精品

深加工之路，形成產業鏈，打造自己
的品牌，提升雲南咖啡品質和知名度
，建內地最大的速溶咖啡生產線。他
分析稱，雲南咖啡一直扮演賣初級原
料產品的角色，企業則處於小、散、
亂狀態，在世界咖啡產業格局中沒有
多少地位。目前，國際上用於速溶咖

啡粉加工的原料─咖啡原豆，價格
在每噸在1.8萬至2萬元左右，經過深
加工的速溶咖啡粉的價格每噸在 5 萬
至 6 萬元，是原料的近三倍。他稱：
「做深加工是雲南咖啡業的共識，也

是發展中國咖啡產業的必經之路。」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強調，要正確認識推進金
融改革的緊迫性，進一步推進深化國有金融機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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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建議咖農逆市增加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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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中國芒市（國際）咖啡文
化節上展出的咖啡原豆吸引了眾人
的目光 康靜攝

▲咖農管護咖啡基地▲咖農管護咖啡基地

▶

咖啡收購
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