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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调控 信息化监管

三亚闯出“菜篮子”产销联盟新路子

自4月25日零
时起，三亚市宣布恢
复正常的社会生产
生活秩序。

3 月底至 4 月
初，三亚新冠肺炎疫
情反复。疫情期间，
三亚“菜篮子”价格
整体保持稳定，市场
供给有力有序。

这得益于三亚
构建以市场化调控、
信息化监管为核心
的“菜篮子”产销联
盟保供稳价模式。
实践证明，该模式能
经受住考验，充分展
示了“菜篮子”产销
联盟“三亚模式”的
生命力。

三亚第一市场是该市城区最大的
农贸市场。市场监测数据显示，3月
31日以来，该市场供给充足，价格整
体稳定。

以10种常见蔬菜为例（以下单位
为斤）：疫情发生前一天的3月30日，
该市场菜心3.5元、大白菜3元、空心菜
3元、黄瓜4元、苦瓜4元、青椒5元、白
萝卜2.5元、胡萝卜3元、土豆3.5元、茄
子4元。

疫情发生第10天的4月10日，该
市场10种蔬菜价格变化不大：菜心5
元、大白菜3元、空心菜4元、黄瓜5元、
苦瓜7元、青椒8元、白萝卜3元、胡萝

卜3元、土豆3.5元、茄子3元。
4月24日，疫情基本解除。该市

场菜价也没有明显变化：菜心4元、大
白菜3.5元、空心菜4元、黄瓜4元、苦
瓜6元、青椒6元、白萝卜3元、胡萝卜
4元、土豆3元、茄子5元。

在三亚羊栏农贸市场，3月30日，
该市场10种蔬菜价格依次为：菜心3
元、大白菜3元、空心菜2.5元、黄瓜4
元、苦瓜6元、青椒6元、白萝卜3元、胡
萝卜3.5元、土豆3元、茄子3.5元。

4月1日至4月18日受疫情影响，
该市场关闭。4月19日恢复营业，当
天菜价立即回归正常：菜心3元、大白

菜3元、空心菜3元、黄瓜4元、苦瓜6
元、青椒7元、白萝卜3元、胡萝卜3元、
土豆4元、茄子3元。

三亚超市蔬菜价格也保持稳定。
三亚国际购物中心的旺豪超市距离三
亚第一农贸市场不远，监测数据显示，
近段时间，该超市10种常见蔬菜价格
变化不大。

3月30日，该超市10种蔬菜价格：
菜心3元、大白菜2.5元、空心菜2.5元、
黄瓜4元、苦瓜5.8元、青椒4.8元、白萝
卜2.3元、胡萝卜2.7元、土豆2.8元、茄
子3元；

4月10日，该超市10种蔬菜价格：

菜心3.5元、大白菜3元、空心菜3元、
黄瓜4.5元、苦瓜5.5元、青椒5.5元、白
萝卜2.5元、胡萝卜2.7元、土豆3元、茄
子4元；

4月24日，该超市10种蔬菜价格：
菜心3元、大白菜2.5元、空心菜2.5元、
黄瓜3元、苦瓜5元、青椒3.3元、白萝卜
2.3元、胡萝卜3元、土豆3元、茄子3元。

此轮疫情，三亚多个小区实行封
控和管控，多个农贸市场因为疫情停
业，但疫情持续的20多天里，三亚“菜
篮子”产销联盟有效运行，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为实现“动态清零”提供有
力支撑。

供给充足、价格稳定 市民拎稳“菜篮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三亚“菜篮
子”供应为什么能够临危不乱？主要
原因是，近年来，三亚落实省政府“菜
十条”和“菜篮子”市县长责任制，创新
机制，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运用信息化
监管，科学布局调控网点，形成生产能
力提升、产销衔接顺畅、市场竞争充
分、价格波动可控的“菜篮子”产销联
盟保供稳价“三亚模式”。

夏秋高温暴雨，不利蔬菜生产；冬
春游客大增，市场消费起伏大……三
亚“菜篮子”保供稳价克服了多重困
难。

2016年以来，三亚探索建设平价
蔬菜产销联盟，辅之以信息化监管手
段，通过市场化运作和财政适当扶持，
以政府保基本蔬菜品种平价直销，营
造蔬菜市场价格充分竞争的环境，引
导蔬菜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

“通过支持平价网点开办费和按
量补贴销售，开设农贸市场公益性摊
位、超市平价蔬菜专营区、公益性蔬菜

批发档口，以及扶持蔬菜产销订单等
措施，使政府平价蔬菜成为三亚‘菜篮
子’保供稳价的定海神针。”三亚市稳
价办负责人陈金波说，“菜篮子”产销
联盟包括蔬菜生产、蔬菜零售、蔬菜批
发、蔬菜流通各个环节，对相关环节每
天都发布政府“调控价”，市场主体按
照“调控价”销售越多，政府给予补贴
就越多，从而调动产销联盟各环节的
积极性。

三亚“菜篮子”保基本品种“调控
价”制定遵循市场规则，如蔬菜品种以
一级批发价格为基础，原则上每斤加
差价1元，如菜心一级批发价格为2
元，“调控价”为3元，产销联盟平价网
点以不高于3元价格销售，政府每斤给
予0.1元的补贴。

三亚市稳价办在一级批发市场和
平价蔬菜调控中心等地设立价格监测
点，对保基本蔬菜批发价格进行监测，
每天凌晨1时通过微信平台发送当天

“调控价”给“菜篮子”产销联盟所有平

价网点，平价网点以不高于“调控价”
进行销售。

如何保证平价网点按照政府“调
控价”销售蔬菜？三亚市搭建“菜篮
子”工程信息化监管平台，连接平价网
点蔬菜销售结算系统，平价网点什么
时间销售什么品种蔬菜、什么价格销
售、销售多少都实时传到监管平台，政
府根据销量给予补贴。

应对突发异常情况，三亚市还制
订应对台风暴雨、节假日人流高峰等
因素造成的产销异常预案，第一时间
干预市场稳定消费者信心。

这次疫情发生后，三亚市第一时
间启动蔬菜应急机制，4月1日至4月8
日，组织“菜篮子”产销联盟企业应急
调运岛外蔬菜，每天应急调运300多
吨，扶持联盟企业实行动态储备，保证
了蔬菜源头供应充足。

目前，三亚市“菜篮子”产销联盟
建设平价网点90个，大中型超市开设
平价专区27个、社区开设平价专营点

50个、农贸市场开设公益性摊位356
个、建设冷库8万吨、建设公益性批发
市场1个，覆盖全市重点区域和主要社
区。2021年三亚平价蔬菜销量占市场
份额达到35%，基本蔬菜销售均价每
斤3.35元，比2020年均价累计每斤下
降0.5元。

这次疫情期间，三亚多个小区封
控管理，并有多个农贸市场临时关
闭，但全市“菜篮子”供应稳定有序，

“菜篮子”产销联盟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一方面，深入社区的“菜篮
子”产销联盟平价网点成为保障市民

“菜篮子”供应的主阵地，为全市稳定
供应起到了兜底作用；另一方面，为
保障封控区市民“菜篮子”供应，在政
府多个部门支持下，“菜篮子”产销联
盟紧急动员紧急行动，从4月 5日至
4 月 15 日，在社会各界志愿者帮助
下，高效率高质量制作8.7万个“爱心
包”，并以非接触方式精准配送到封
控区市民家。

机制创新 发挥“菜篮子”产销联盟“稳定器”作用

2016年，三亚打造“菜篮子”产销
联盟以来，“菜篮子”保供稳价成效显
著，在全省考核中连续多年名列前
茅。值得注意的是，三亚市财政在这
方面每年投入的资金并不大。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投 入
607.02万元、2017年投入1078万元、
2018 年投入 970 万元、2019 年投入
1620 万元、2020 年投入 1800 万元、
2021年投入1720.80万元。

三亚全市人口约100万，以2021
年投入的1720.80万元计算，政府为每
位市民每年投入不到18元，就让全市
100万市民“菜篮子”拎稳。

为什么三亚“菜篮子”产销联盟能
够做到花小钱办大事？根本原因是机
制创新，巧妙设计，充分发挥市场无形
之手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从事蔬菜经营的王志平是三亚
“菜篮子”产销联盟成员。他在三亚乐
天城农贸市场经营8个公益性摊位，按
照政府“调控价”以超市模式每天销售
蔬菜 3000 斤左右，一年销售约 110
万斤蔬菜，政府给他补贴有两部分：
一是摊位补贴，每个摊位每年补贴
9600 元，8个摊位全年共补贴 7.6 万
元；二是蔬菜公益性摊位每个年度奖
励500元，8个摊位4000元。全年累
计补贴8万元。

“我按照政府‘调控价’销售基本
蔬菜，市场里其它蔬菜经营者如果从
批发到零售加价过高，就卖不动。”王
志平说，按照政府“调控价”销售基本
蔬菜，每斤蔬菜利润不高，但是销量
大，可以做到薄利多销。

旺豪连锁超市蔬菜销售专区也

是三亚“菜篮子”产销联盟成员，政府
除给超市一次性补贴冷库建设费外，
还按照销售1斤基本蔬菜给予0.1元
补贴。

三亚丹州小区附近的旺豪超市蔬
菜经营经理陈保洪说，超市每天销售
基本蔬菜3000斤左右，价格都低于政
府“调控价”，附近市民越来越喜欢到
超市买菜。

“三亚蔬菜产销联盟平价网点布
局有讲究，每个农贸市场附近都有多
个网点，如果农贸市场蔬菜定价过
高，市民就会选择到附近的政府平价
网点买菜。”陈金波说，久而久之，农
贸市场的蔬菜经营者就不敢把价格
定得过高。

农贸市场“批零差”过大，是海南
蔬菜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如菜心地头价2元/斤，农贸市场能卖
到4元/斤；青椒地头价3元/斤，农贸市
场能卖到6元/斤。

三亚“菜篮子”产销联盟之所以能
够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关键就
是针对这种“批零差”过大的痛点，创
新机制，建设平价网点，通过市场调控
手段，运用信息化精准监管，花小钱把
基本蔬菜价格稳住，从而实现平抑整
个市场菜价的目标。

三亚有关负责人表示，落实省政
府“菜十条”、平价菜惠民行动和“菜篮
子”市长责任制，三亚将进一步总结

“菜篮子”产销联盟的做法，增加“菜篮
子”产品有效供给，扩大平价网点布局
范围，进一步完善精准调控与财政补
贴机制，助力保供稳价

（本版撰文/悦光）

四两拨千斤 花小钱办大事

三亚市旺豪超市（胜利店）\南新农贸市场等
部分“菜篮子”平价网点应急投放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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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名

土 豆

大白菜

白萝卜

菜 心

生 菜

空心菜

小白菜

上海青

地瓜叶

茄 子

胡萝卜

冬 瓜

西红柿

黄瓜（青黄瓜）

圆白菜

芹菜（西芹）

豆角（长豆角）

青椒（圆椒）

尖 椒

韭 菜

蒜 苔（长）

苦 瓜

调控价格

3.0

3.0

2.4

3.3

3.8

3.0

2.8

3.0

3.0

2.0

3.0

3.3

5.2

3.5

2.3

4.0

4.0

4.0

4.0

3.3

6.0

5.5

3.52

投放价格

1.8

1.8

1.5

2.0

2.0

1.8

1.8

1.8

1.8

1.5

1.8

1.8

2.8

2.5

1.5

2.8

2.8

2.8

2.8

2.0

3.0

3.0

2.15

三亚市稳价办在一级批发市场和平价蔬菜调控中心等地设立价格监测点，每天凌晨1
时通过微信平台发送当天“调控价”给“菜篮子”产销联盟所有平价网点，平价网点以不高
于“调控价”进行销售。这是4月16日当天三亚市稳价办发布的“调控价”和“投放价”。

所有平价网点销售的蔬菜品种、价格等信息数据都实时传到信息化监管平台，政府
根据各平价网销售情况给予财政补贴。

三亚市“菜篮子”产销联盟建设平价网点90个，覆盖全市重点区域和主要社区。这
是其中一个平价网点的基本蔬菜销售摊位。 本版图片均由三亚市发改委提供

三亚市菜篮子工程信息化监管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