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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奶业沦为“养殖矮子进口巨人”
从2013年的奶荒到2014年的“奶剩”之间的转变似乎突如其

来，一夜之间奶价持续下跌、合作社遭遇停站、加工企业压奶、奶农亏
损开始在各大主产区蔓延，甚至出现了个别的倒奶、杀牛事件。表面
看是进口奶激增导致市场大幅波动，而深层次去看，却是我国奶业

“养殖的矮子，进口的巨人”的写照。

“不倒也是亏，新奶还没地方储存”，在山东、
河北、内蒙古等奶业主产区，正上演一场“滞销降
价——倒奶杀牛——紧缺涨价——买牛入市
——滞销降价”的“牛周期”。

“此次奶剩的主要原因，还是进口奶量的大
幅增加。”乳业高级分析师宋亮说，数据显示，
2014 年 1月至 9月，全国乳制品进口量共计
149.86万吨，同比增长36.5％。其中液态奶累计
进口量同比增长70.8％；大包装奶粉（原料）同比
增长50％；婴幼儿配方奶粉同比超过100％。

作为全球奶业的主产国之一，新西兰奶粉市
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不言而喻。2014年9月，
新西兰证券交易所发布2014中国乳业市场报告
预计，到2020年中国乳品进口量将比目前的水平
增长75％。正是基于这样的依赖和乐观，2014年

1－9月，新西兰原奶产量同比增长12.2％。
再加上由于欧盟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停止进口

欧盟制裁国的食品（含乳制品），导致欧盟地区食品
出口受阻，并减少或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新西兰
急需找到新的出口国来消耗剩余的50万吨产量。

而浏览国内各大超市的货架：新西兰、澳大
利亚、德国、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韩
国……十几个国家的常温牛奶品牌令人眼花缭
乱，“各种进口超高温灭菌常温牛奶以每天1000
吨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曹明是说。

“主产国对主销国的销售增长预期过于乐
观，且几个主产国之间也不可能就产量进行沟
通，最终供过于求。”宋亮说，这不仅伤害到中
国奶牛养殖业，同时也损害生产国奶农利益。

进口奶抢占中国市场
恶性循环的“牛周期”频现

“自2014年12月以来，我们就接到奶农来
电，收购、装运生鲜乳不正常，不能按时装运生鲜
乳，压奶罐车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位奶业协会业
内人士说，奶罐车不能及时到牧场收生鲜乳，牧场
无法及时清洗奶罐，一些牧场的备用贮奶罐装满，
无法接收新挤下的牛奶，最终牛奶只能变质倒掉。

从数据上看，从2012年至今我国原奶产量是
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波动，可怎么就忽然
从奶荒变成“奶剩”了呢？

实际上，在奶农苦苦支撑的2014年，正是一
些乳业加工巨头的“风光之年”，不仅业绩超过预
期，还先后进军海外、投资牧场、借道国外奶源。

“2013年看起来是奶荒，其实是新西兰奶源
进口受限，加工企业都跑去抢国内的奶源，一时
间就出现了表面上的奶荒。”一位业内人士说，而
当2014年更加低廉的进口奶源价格持续下跌，
如同抛出了“橄榄枝”，加工企业自然“变心”，抛

弃了国内奶源。
宋亮说，2013年以前国内的酸奶很少出现

由奶粉加工成的“复原乳”，大多由生鲜乳做成；
而现在进口奶源激增，国内多家公司都改变工
艺，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大包粉一些做成复原
乳，另一些生产大量的酸奶类饮品、含乳饮料，企
业对国产奶源的依赖度大幅下降。”

按理说，企业选择低价无可厚非，但我国奶
农在面对加工企业的话语权比较微弱，常常遭遇

“霸王条款”、“朝令夕改”，少时抢奶、多时拒收已
成行业多年的内部矛盾。

目前，与2013年第四季度各大企业争抢生鲜
乳的局面截然相反的是，有加工企业纷纷限量收购
以求自保，将危机转嫁到奶农身上。被限收而多出
的生鲜乳则以更低的价格流向其他省市乳企，一些
乳企收到价格低廉的生鲜乳后再进一步限收、停收
当地的合同计划内的生鲜乳，形成恶性循环。

少时抢多时拒
奶荒到“奶剩”怪圈缘何频现？

一排排的常温奶占据超市众多货架，一盒盒的
核桃奶、果味奶、钙奶、乳酸菌饮料等摆在显著位置
……对于含乳饮料、复原乳、超高温牛奶之间的差
别，消费者实在难以区分。

“就算企业不收生鲜乳，照样可以用进口的大
包粉生产酸奶、乳品饮料，广告上都说是牛奶，消费
者根本分不清楚。”一位乳业业内人士说，有些饮料
价格甚至比纯牛奶还贵，照样销量不减。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
饮料制造行业销售收入为895.22亿元，同比增长
19.54％；利润总额125.42亿元，同比增长24.52％。

“含乳饮料对牛奶进行了一部分的替代，尤

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宋亮说，应加强对乳品相
关常识和营养知识的公益宣传，引导消费者理
性选择。对乳品营养健康知识进行普及；开展
乳品安全问题的专项讲座，化解消费者误解；对
于无中生有制造安全问题或虚假信息，从而获
利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此外专家还认为，国内原奶的高价是“奶剩”深
层次的症结所在。饲料、人工成本上涨；家庭牧场、
专业合作社等产业组织模式发展滞后；万人规模场
高投入高产出等，这些都是我国养殖业转型路上的
阵痛。

记者周琳（新华社上海1月13日电）

深层次症结突显
奶业转型成必然

1月13日，河北徐水县大王店镇釜山乡一户奶牛养殖户的奶农在倾倒鲜牛奶。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1月13日，机器人“可佳”在商场里引导顾客
到指定商铺。

当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主研制的“可
佳”云交互机器人首次进入安徽合肥一家大型商
场提供导购服务。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住宅小区停车服务价格放开
公众担心停车费上涨

调查：业委会议价能力不高，广州仅两
成小区建立业委会

多数人对政策的解读是，价格放开后
的小区停车费由业主说了算。但业主真的
能做主吗？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放开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
主要考虑到一是相关停车设施属业主共
同拥有，且主要为业主自身服务，收费标
准理应由业主共同决定，政府不宜直接
干预；二是这部分停车服务与利用住宅
小区周边车位、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车位
等提供的停车服务形成了一定竞争，具
备放松价格管制条件。放开业主共有车
位停车收费，有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
置的决定性作用。

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业主委员会在
小区停车管理上的话语权微弱。

按照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小区公
共区域规划的停车场的收费，应在扣除成
本后交由全体业主使用。许多小区内的露
天停车场原本规划不是停车场，而是花园
或公共道路等，一旦功能发生改变，必须取
得小区2／3业主的同意。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由于指导价
偏低，导致不少业主对物业公司的违规行
为不太关注。包华告诉记者，他曾经发现
北京一个管理数百个露天车位的小区物业
公司，在财务报表上仅显示一年收入1万
多元，业主却毫不知情。“小区居民觉得反
正有地方停车就行。”包华说。

据调查，国内多数商品房住宅小区都
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已有的业主委员会
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也不多，很多常年处于
和物业公司“打架”中。

“广州目前共有 8000 多个小区，仅
20％的小区建立了业主委员会。”广州市
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昂鹏说。

“一些本属于业主的公共停车资源却
被物业公司的少数人操纵和垄断，这里面
有政府对业委会引导不力的原因。”广东省
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韩世同说。

调查：价格放开不等于能乱来
把价格放开是否意味着以后政府对于小

区停车费的问题就可以不管了？国家发改委
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价格放开后，管理部
门将由事前定价转为事中事后管理。

不少专家表示，价格放开是对的，但问题
是如何能够在放开后加强政府的各项管理。

首先，业主委员会的建设需要民政、住
建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大力引导，特别需
要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政府的协调，才能加
强业主的话语权与议价权。韩世同说，许
多小区达不到自治的条件，如果停车费一
下子交由业委会管理有可能引起价格和管
理失控，例如新旧物管打架等。同时，政府
对参与人员数量的设置标准太高，也成为
业委会“难产”的实际障碍。

其二，在放开价格后，政府相关部门不
能单纯以提高收费解决供需失衡问题，应
该大力促进住宅小区停车位合理规划。

“行政手段的干预让车位租价与市场价
值严重背离。”一位开发商告诉记者，保守测
算，在广州市一类地区投资一个室内停车
位，包括各种开发成本及税费等在内，总成
本约23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价格对激
发开发商增加车位的热情影响可能有限，还
需要有关部门加强规划和管理能力。

其三，事中事后管理亟待加强。广州
市停车场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潘国璠表
示，对小区停车价格的事中事后监管，一是
要明确定价及调整是否按照法律流程走，
二是明码标价问题。

而包华认为，住宅小区停车问题不是发
改委一家的事情，相关规划、税务、交通、安
监等部门，要在放开价格后加强事后监管，
如加强小区车位规划设计，不能出现过大缺
口；强化消防安全检查，防止供需失衡带来
的乱停车形成安全隐患；住建部门和税务
部门要分别对物业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税收
账务进行定期审查，以督促物业公司合法经
营，维护业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
现“一放就乱”。 记者杨毅沉、刘宏宇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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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发
展改革委宣布放开
住宅小区停车服务
价格，公众担心此
次价格管制放开是
否会造成小区停车
费上涨。

国家发展改革
委价格司有关负责
人对“新华视点”记
者表示，放开业主
共有车位停车收
费，有利于发挥市
场对资源配置的决
定性作用。价格放
开后，意味着管理
部门将事前定价转
为事中事后管理。

“新华视点”记
者就其中的几个焦
点问题进行了实地
调查。

调查：一线城市车位缺口巨大，有些
地方价格未放先涨

事实上，此举出台以前，部分地方已
出现小区停车价格“未放先涨”、政府指导
价“失控”等情况。

目前，国内一线大城市住宅小区停车
收费基本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如北京规
定居住区露天停车场每月收费最高不得
超过150元；深圳住宅类停车场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标准为小车每月110元；广州
价格稍高，一类地区月租最高为500元，
二、三类地区最高月租价为400元。

一方面是小区停车收费不高，但另一
方面，城市整体停车位不足、一户多车等
现象带来的车位供需失衡，小区停车难问
题日趋严重。

北京市政府的一份文件显示，2013
年末，北京拥有正式停车位276万个，而
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561万
辆，刨去几十万辆公车，私家车夜间停车
位缺口至少有200万个。而据调查，广
州市60％左右的私家车夜间没有固定停
车位。

失衡的供需关系，造成一些地方住宅
小区停车价格出现不同形式的“未放先
涨”。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的调查数据
显示，广州市中心城区住宅配建停车场的
个人产权车位，月租最高为每月2300元。
在中心城区的149家住宅停车场中，仅有4
家控制在政府最高指导价范围内，超过
97％的停车场收费高于政府最高限价。

各种变相涨价也层出不穷。此前北
京市价格部门曾接到投诉称，有居住区
停车场甚至欲一次性收取20年的停车
场管理费和租赁费；位于北京南四环的
部分新建住宅小区，出现在小区内外没
有停车审批、不该收费的道路范围却被
收费等现象。

曾代理多起小区物业纠纷官司的北
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华对记者表示，
除了私自涨价，一些住宅小区还把停车费
计入物业费，造成变相涨价。

调查：小区停车位产权不清晰，收费
规则繁多

按照政策规定，居住区内规划的、属
全体业主拥有的露天停车场可以收费；临
时或长期停放在开发商配建的地下停车
库、停车楼，如果没有购买车位，就需要向
开发商交费；而在上述区域以外，如果不
是规划的露天停车位而是公共道路、绿
地，物业公司或开发商是没有权力收取停
车费的。

而目前，不少小区内物业公司刻意
混淆各种产权关系，在不该收费的区域
乱收费。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各种产
权停车位的使用规则不同，造成一些车
位利用率不高。在北京五环内的部分
小区，产权属于开发商的地下停车位有
的都已卖到60万元以上，但由于此前出
租的政府指导价过低，开放商大部分都
倾向于只卖不租，导致很多没有卖掉的
车位出现闲置。

另外，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说：“财政
配套投入资金不足，一些公共区域产权不明
晰、规划不到位，再加上停车场收费指导价
不合理，令投资企业建设积极性不高，造成
停车场供不应求。”

1焦点

是否会涨价？
2焦点

业主真能说了算吗？
3焦点

哪些停车费该收？
4焦点

放开后政府怎么管？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罗宇凡）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3日公布了近期被依法关
闭的一批网站、栏目和微信公众账号。这是国家
网信办新年首次集中公布相关信息。

据了解，共有50家网站、频道（栏目）以及微
信公众账号被依法关闭，包括24家网站、9个网
站频道（栏目）和17个微信公众号。

据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网站、频
道（栏目）、微信公众账号被关闭的原因包括：假冒
党政机关或媒体名义发布虚假信息；发布涉赌博、
诈骗等违法信息；传播淫秽色情内容；不具备登载
时政新闻资质违规登载时政新闻等。

50家违法违规网站
及公众账号被关闭

据新华社海口1月13日专电（记者傅勇涛
郑玮娜）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中药协会等行

业协会和企业将合力组建“和力物联网”，实现原
辅料和包材集中采购，从而降低联盟会员之间采
购成本，进而降低药品价格。

和力物联网平台是仁和药业旗下和力药业联
盟200多家医药企业，将通过医药产业互联网思
维模式，逐步实现采购金额300亿元规模。仁和
集团董事长杨文龙表示，“和力物联网”通过减少
中间环节，以最优惠的价格直供给消费者，让消费
者得到更多实惠，缓解用药难、用药贵等问题，减
轻老百姓用药负担。

业内人士表示，类似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将带
来联盟会员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企业资金
整体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占用成本的下降，预计
2015年底联盟规模将增至1000家以上。

200多家药企组建
“和力物联网”降药价

新华社台北1月13日电 （记者陈斌华 王
笛）台北市西门町一处停车场13日下午发生一起
枪击命案，两名男子被发现陈尸车内，身中数枪。

台北市警方获报到现场后，发现这辆车当天
临近正午时分驶入停车场，车身有弹孔，车外有6
颗疑为手枪子弹。警方怀疑两名遇害男子被人近
距离击毙，但停车场管理员却表示未听到枪声。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台北闹市区
发生枪击命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罗宇凡）记
者13日从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
解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举报中心共受理和处置
公众举报109.4万件，其中淫秽色情有害信息82.3
万件，诈骗有害信息11.6万件，赌博有害信息4.1
万件，暴恐音视频有害信息2.3万件，其他侵害网
民、法人及社会组织权益的有害信息9.1万件。

2014年，百家网站共有效处置公众举报近
2.5亿件次，其中腾讯有效处置举报信息近2亿件
次，百度有效处置举报信息近1000万件次。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举报中心2014年共
奖励举报有功人员4008人次，发放举报奖金850
万元。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去年奖励4008举报人员
发放奖金850万元

据新华社澳门1月13日电（记者刘畅）澳门
警方日前破获回归以来最大一起操控卖淫案，包
括葡京酒店高层何X伦在内的涉案人员及物证，
日前被警方移送检察院处理。

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11日晚宣布，10
日侦破一宗特大操控卖淫案，抓获粤港澳三地操
控卖淫嫌犯6人；涉案卖淫女多达96人，其中95
人来自内地，1人来自越南。

据调查，主犯何X伦伙同该酒店的两名客房
经理，酒店保安部经理和两名职员组成一个操控
卖淫集团。自2013年起，将该酒店近百个房间长
期包租给涉案女子。证据显示，2014年至今年1
月，至少有2400名涉案女子在该酒店客房登记，
估计这一犯罪集团的收入已超过4亿澳门元。

澳门特大操控卖淫案
涉案人已移送检方

中科大智能机器人——

“可佳”商场首秀导购服务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