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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简介 

新华-中国香蕉系列价格指数1，包括“新华-香蕉产地

价格指数”“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新华-香蕉销

地批发价格指数”三组分指数，是在对全国香蕉主产区、主

销区开展监测的基础上，经科学方法计算得到。 

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7 年 7 月 3 日，

基点设为 100 点。采集海南、广西、云南、广东、福建五

大国内香蕉主产区的地头交易价格。每两日进行一次价格数

据更新。 

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基点设为 1000 点。采集海南省六个皇帝蕉主产区县

一、二、三等品的皇帝蕉地头交易价格。每两日进行一次价

格数据更新。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基点设为 100点。采集国内七大分区主要销地批发市场

批发价格。每日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1
新华-中国香蕉系列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海南澄迈县人民政府联合编制，旨在监测

我国香蕉产地、销地市场运行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打造行业的晴雨表、风向标和避雷针。该

系列价格指数通过中国金融信息网、新华财经客户端等渠道定期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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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概要 

上周（2019.4.8-4.14，下同），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2019.4.1-4.7，下同）有小幅上涨。福建产

区、云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涨跌不一，福建产区小幅上涨，

云南产区小幅下跌。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

平。 

上周，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大幅

度上涨；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上涨。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厄瓜多尔对欧洲的香蕉出口下降了 11% 

 中国允许进口柬埔寨香蕉 

 喀麦隆：2019 年第一季度香蕉出口增长 3,817 吨 

 澳大利亚：昆士兰政府支持控制香蕉疾病计划 

 香蕉种植者希望菲律宾和日本官员解决协议问题 

 哥伦比亚在英国脱欧后对香蕉出口采取了新措施 

国内产业新闻 

 警方在香蕉运输中查获了超过 144.5 公斤的毒品  

                                                             
2
 新闻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综合整理 

详情请见“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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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地蕉价小幅上涨 

图表 1：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4月 10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04.03点，较 4月 3日上涨 0.79点，涨幅为 0.76%;较基期

上涨 4.03点，涨幅为 4.03 %。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

较前一周有微幅上涨。 

其中广西产区指数、海南产区指数、云南产区指数、福

建产区指数、广东产区指数分别报 74.91 点、130.87 点、

76.49点、180.95点、161.72点。 

上周（2019.4.8-4.14），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2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7.04%。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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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0.03%。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

前一周涨跌不一，福建产区小幅上涨，云南产区小幅下跌。

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2019 年 4 月 10 日，福建统货均价约为 1.27 元/斤，较

前一周上涨 2.70%；云南统货均价约为 1.64元/斤，较前一

周下跌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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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区皇帝蕉价格大幅上涨 

图表 2：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4月 10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852.27点，较 4月 3日上涨 116.07点，涨幅为

15.77%;较基期下跌 147.73点，跌幅为 14.77%。上周海南

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大幅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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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新华-海南皇帝蕉一、二、三等品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4月 10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762.97点，较 4月 3日上涨 80.31点，涨幅为 11.76%;较基

期下跌 237.03点，跌幅为 23.70%。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762.37点，较 4月 3

日上涨 120.37点，涨幅为 18.75%，较基期下跌 237.63点，

跌幅为 23.76%；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763.64点，较 4月 3日

上涨 160.77点，涨幅为 26.67%，较基期下跌 236.36点，

跌幅为 23.64%。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澄迈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

价为 1.82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4.19%；皇帝蕉二等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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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为 1.82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0.51%。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1.82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4.19%；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1.82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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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津香蕉批发价格微幅上涨，成都香蕉

批发价格小幅下跌 

图表 4：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4月 12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9.30点，较 4月 5日上涨 0.12点，跌幅为 0.10%，较基

期上涨 19.30点，涨幅为 19.30%。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

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上涨。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3.03元/斤，

较前一周上涨 0.38%；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52元/斤，较

前一周上涨 1.03%；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82元/斤，较前

一周下跌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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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厄瓜多尔对欧洲的香蕉出口下降了 11% 

根据外经贸部商业情报系统提供的信息，截至 2019 年 2 月，厄

瓜多尔对欧盟（的香蕉出口与 2018年同期下降了 11.5%。香蕉市场和

出口协会 4月 8日公布了该产品在 1月至 2月间厄瓜多尔出口的演变

情况，并意识到这一下降。 

根据报告，2018年，厄瓜多尔向欧盟国家出口 21,653,668箱，

2019年仅向欧盟国家出口 18,726,845箱。香蕉生产商区域公司总裁

古斯塔沃·马伦表示，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将香蕉行业视

为该国最重要行业之一的国家政策。他向厄瓜多尔保证，厄瓜多尔变

得越来越昂贵，而且已经成为最后的供应商。”中美洲的供应量越大，

厄瓜多尔作为水果供应商的必要性就越低。” 

“我们正在失去市场空间，特别是在欧洲，”他补充说。但是，

厄瓜多尔香蕉出口协会主席阿尔多·莱德斯马认为，2018 年和 2019

年的出口总额没有变化。”到第 12 周，该国出口了 8000 万箱，尽管

该行业曾预计会有增长。 

他说，欧盟的减产是由于冬季，因为有公顷的土地受到了影响，

其他一些土地的产量也达到了最大。他补充说，该行业每年增长 5%，

但如果没有这么多障碍，它将增长更多。他提到了国民大会正在研究

的香蕉法。莱德斯马认为应该提交这项立法。”应该有一个新的法律

来保护小生产者，并建立一个参考价格。对于不遵守出口协议的出口

商进行制裁。 

资料来源:eltelegrafo.com.ec 

发布日期:4/12/2019 

 

中国允许进口柬埔寨香蕉 

http://www.eltelegrafo.co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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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国加强“一带一路”合作的一部分，中国正在为柬埔寨香

蕉进入市场铺平道路。上周二，海关总署公布了首批五家柬埔寨批准

的香蕉种植园和七家包装厂的名单。 

这一举措是在柬埔寨首相洪森 4月底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

的第二次“一带一路”峰会之前做出的。”时间安排得很好。柬埔寨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典范，”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赵雷周

四对《环球时报》表示。在中国向柬埔寨香蕉开放市场后，未来将有

更多地区性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 

他指出，农业对柬埔寨非常重要，农业出口将给当地人民带来巨

大利益。赵雷说，未来两国在水利、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将

十分广阔。 

据柬埔寨媒体报道，2018 年，柬埔寨农业总局局长表示，中国与

柬埔寨就水果和蔬菜进口问题进行了三年谈判，但由于产品不符合中

国食品标准，没有取得任何突破。2018年 8月，两国签署了香蕉进口

检验检疫要求协议，情况开始好转。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93460/china-allows-imp

ort-of-cambodian-bananas/  

发布日期:4/12/2019 

 

用熟透的香蕉做的冰淇淋 

香蕉冰淇淋店由克里斯蒂安·科迪亚斯·汉森和杰克·纳布成立。

在夏威夷度假时，他们想到用香蕉、水、柠檬汁、香草和枣子做冰淇

淋。这个冰淇淋没有糖和奶制品。他们用的熟透的香蕉来自超市连锁

店兄弟的 25 家商店。 

“这种冰淇淋是有机的、可持续的、纯素的。它也是由被丢弃的

水果制成的。这是第一种对你的健康无害的冰淇淋。相比之下，它甚

至可以促进更好的健康，” 杰克·纳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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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ww.food-supply.dk 

发布日期:4/11/2019 

 

喀麦隆：2019 年第一季度香蕉出口增长 3,817 吨 

今年前三个月，喀麦隆香蕉出口量达到 62,961 吨，比去年同期

的 59,144 吨增长 3,817 吨。这一点从该国香蕉协会阿萨巴萨公布的

数据中得到的。 

尽管喀麦隆发展公司是一家主要的行业参与者，但由于该公司拥

有种植园的英语国家地区的危机，该公司自 2018 年 9 月以来一直暂

停发货，但仍然实现了更高的发货量。 

良好的表现来自于马赛果业公司的当地分支机构杜豪特彭贾

（PHP）的种植园，其香蕉出货量从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45,064 吨增

长到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58,067 吨。 

据 businessincameroon.com 报道，小玩家勃哈种植园也积极参

与了喀麦隆香蕉出口的好转；其出货量几乎翻了一番，从 2,449吨增

加到 4,894 吨。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92443/cameroon-banana-

exports-up-3-817t-in-q1-2019/ 

发布日期:4/10/2019 

 

 

澳大利亚：昆士兰政府支持香蕉疾病计划 

昆士兰州政府在五年时间内通过近 121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对抗

香蕉病“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 

最近对巴拿马热带4号病毒项目的独立审查证实了种植者和政府

合作解决该疾病的重要性。政府将继续为现有的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

https://www.food-supply.dk/article/view/654947/de_laver_grimme_bananer_om_til_softice%20sof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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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目提供资金，直到 2019 年 6月 30日，但从 7月 1日起，政府

对该项目的资金将仅在与行业的成本分摊安排下继续提供。 

农业产业发展和渔业部部长马克弗纳说，审查表明，该计划应继

续进行，但必须建立在政府和工业界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近四

年来，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将疾病控制在三个相邻的农场。成功的一

个主要因素是政府、行业、种植者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采取的联合

方法。昆士兰生物安全部正在与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建立一个

工作组，以推动开发第一个同类合作协议，以资助、交付、设计和管

理昆士兰的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项目。” 

弗纳说，这项协议将给该行业一个塑造未来的机会。”通过在谈

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业界可以就如何控制和控制昆士兰北部偏远地

区的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问题分享决策。”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已经准备好继续

对抗农作物致残性疾病。自 2015 年 3 月在图利谷首次检测到巴拿马

热带 4号病毒以来，只有另外两个农场检测到了这种疾病。通过国家

征费和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基金对第一个受感染农场进行的

行业收购以及随后关闭的所有经营活动也对遏制污染做出了重大贡

献。 

尽量减少这种疾病的传播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洛说，该组织认为，巴

拿马热带 4 号病毒项目在未来是值得投资的：“工业界、政府、社区

和研究人员在尽量减少这种潜在的毁灭性疾病传播方面的努力是世

界一流的。在控制这种疾病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巴拿马热带 4 号

病毒的国家能像我们在昆士兰北部那样取得同样的成功。但现实情况

是，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将在这里停留，并最终扩散。因此，规划未

来至关重要。” 

洛伊强调，虽然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目前被控制在昆士兰北部较

远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区，但减缓不可避免的扩散对整个香蕉产业是

有益的。 

资料来源:goodfruitandvegetables.com.au 

https://www.goodfruitandvegetables.com.au/story/5991500/tr4-fight-gets-future-funded/?cs=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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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4/10/2019 

 

世界需要高质量的香蕉 

数百万人依赖香蕉。然而，它们的种植很容易受到疾病和气候变

化的影响。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抗药性更强的香蕉品种。为此，4 月 8

日，星期一，比利时大学、库鲁汶和生物多样性国际签署了一项协议。

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世界上最喜欢的水果的多样性。 

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但香蕉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

它与大米、小麦、玉米和土豆不相上下。每年种植 1.48 亿吨香蕉。

据估计，对于 3000万人来说，这种水果是他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在非洲和亚洲。他们不仅把香蕉作为甜点出售

和食用，而且用香蕉烘焙、烹饪和酿造啤酒也是食物和收入的重要来

源。 

然而，香蕉种植面临着重大挑战。这是根据库鲁汶热带植物栽培

实验室主任罗尼·斯文教授的说法。在这里，对香蕉的研究已经持续

了 40多年。”世界人口在增长。因此，香蕉产量必须增加。这就是问

题所在。种植园通常只种植一种香蕉。这使得这种种植方式非常容易

受到疾病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教授说。 

需要多样性 

为了确保香蕉的未来，库鲁文与国际生物多样性公司签署了一项

协议。国际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是一个可持续农业发展、生物多样性

和粮食安全的国际研究中心。 

需要一种新的抗药性香蕉品种。库鲁汶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该大学收藏了国际穆萨生物多样性种质资源。该系列收藏了 1500

多种野生和食用香蕉品种。伊内斯·范登豪威（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

负责管理该系列。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藏品。它是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来源。正是在这种生物多样性中，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高

质量的、有弹性的香蕉。库鲁汶和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之间的协议将

帮助我们寻求帮助。” 

气候智能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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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香蕉是人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斯

温教授说。例如，在乌干达，香蕉对人们每日卡路里摄入量的 20%。

在那个国家的西部，这个比例甚至可以达到 70%。为了提高耕种水平，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农业方法和充足、健康

的香蕉品种。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想知道哪种香蕉最适合哪种气候。

这样，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一系列“气候智能香蕉”。 

生物多样性国际的新总干事胡安·卡洛斯·雷斯托普支持这一目

标。”我们必须保护并利用香蕉的生物多样性。数百万人依靠香蕉作

为食物和收入的来源。有了这个协议，我们想确保香蕉的未来。进一

步的研究必须产生新的、合适的品种——香蕉，它们对疾病和干旱有

更强的抵抗力，而且更有营养。这些品种还必须适应其生长所处的社

会经济环境。当地农民的知识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合作对于提高香

蕉种植效率至关重要。” 

“该大学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和斯文教授团队的共同努力感到骄

傲。我们也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感到骄傲，”库鲁汶总经理科恩·德

贝克说。基础科学和有效的推广策略不断地相互渗透。这些都是库鲁

汶在科学和创新领域的目标的特点。” 

“我们必须绝对注意香蕉的多样性和生产。考虑到目前的气候和

人口变化，这项工作必须在我们的研究和价值化项目中完成。斯文教

授的团队和生物多样性国际已经做了并将继续做出出色的工作。本协

议加强了长期、强有力的合作。为香蕉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前

景。” 

资料来源:KU Leuven 

发布日期:4/10/2019 

 

欧洲香蕉生产商要求对进口产品给予同等待遇 

位于欧盟最外围地区的欧洲香蕉生产商要求欧盟委员会按照与

其他市场进口产品相同的待遇对待本地香蕉。 

这是加那利群岛香蕉生产商协会经理在美食论坛传递的信息之

一。在美食论坛上，这些地区的生产商有一个宣传“最偏远地区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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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展台。 

在他的演讲中，他要求欧盟当局“所有进口香蕉都要遵守与欧盟

生产商提供的相同的标准”。 

目前，他们担心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这种情况会产生不公平

的竞争，他们很快就会发表一项研究，试图证明这一点。 

例如，本报告将强调与欧洲相比，进口香蕉中允许存在的活性物

质（植物检疫）之间的差异。 

此外，也有一些案例，例如贴上有机标签的产品到货，“甚至不

符合欧盟传统香蕉的标准”。 

他给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带有公平贸易标签的香蕉的到来，这可以

作为吸引消费者的一种方式。然而，他回忆说，这对欧盟生产来说是

不可能的，因为欧盟立法制定的标准高于公平贸易的条件。 

他说，随着进口“不断增长”，关税壁垒继续下降，来自生产者

的担忧越来越多。 

对于他来说，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香蕉生产商联盟负责人卡里

姆·巴乔指出，使欧共体成员对与欧共体有关的这些问题关注是非常

困难的。 

他说：“只有三个成员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拥有最偏远

的地区，因此敏感度低。” 

在他的演讲中，他主张有必要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然而，自 2010年以来，这些关税只会下降。” 

在活动期间，双方都强调了宣传欧标活动的重要性，欧标活动是

由欧盟为提高这些地区的竞争力而创建的。 

资料来源:efeagro.com 

发布日期:4/10/2019 

 

https://www.efeagro.com/noticia/platano-bananas-canarias-esp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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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种植者希望菲律宾和日本官员解决协议问题 

棉兰老岛香蕉产业希望菲律宾政府和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能

够满足并解决围绕香蕉出口产业的协议问题。 

在周二的一次采访中，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执行主任

史蒂芬·安迪强调了议定书问题的重要性，并补充说，这只能通过政

府间的行动来实现。 

安提格说，在日本要求对进入菲律宾的香蕉进行 100%的强制性检

测后，该议定书于 2018 年 8 月提出，认为菲普洛尼超过了最大残留

限量。他说：“强制性检测推迟了香蕉上市时间。” 

他补充说，尽管有关出口公司采取了相应行动，但该问题仍未解

决，当时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要求农业部提交向日本出口新鲜香

蕉的议定书。 

安提格说，3月 20日，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就日本反

馈说，实施的干预措施要么不够，要么不是日本卫生、劳动和福利部

所要求的。 

资料来源:pna.gov.ph 

发布日期:4/10/2019 

 

金丝雀香蕉将在萨尔温格美食推广为可持续作物 

欧洲香蕉生产商在马德里（4月8日至11日）参加美食沙龙会议，

以展示他们的可持续种植方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平竞争对手”

相比，他们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立场有所不同。 

加那利群岛香蕉生产商组织协会主席多明戈·马丁解释说，从第

三世界国家进口香蕉的关税降低所产生的情况对半岛的市场份额和

价格都有很大影响。 

马丁相信参加美食沙龙将有助于促进其他市场的推广，并增加对

本地产品的需求。 

http://www.pna.gov.ph/categories/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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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香蕉生产商协会主席菲利普·鲁

埃尔解释说，“不可能实施机械化，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改进生产方法，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在该地区提供永久性工作，而这需要付出一定的

成本。”因此，它要求欧洲机构保护在最外围地区实施的这一模式，。 

代表葡萄牙生产商古斯巴也出席了该宣传活动。用其主管乔

治·奇亚的话说，本届展会就像是“一个打开新市场和新分销渠道的

机会，以及找到物流解决方案，并接触到那些欣赏食品质量和可持续

性的专业人士和消费者。” 

欧洲人每年消费 650万吨香蕉。其中 70万吨来自欧盟，近 40 万

吨来自加那利群岛。约110万吨来自非洲，拉丁美洲是最大的供应商，

有 470万吨。 

资料来源:eldiario.es 

发布日期:4/9/2019 

 

哥伦比亚在英国脱欧后对香蕉出口采取了新措施 

哥伦比亚的农业可能在脱欧后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该部门必须重

新谈判与欧元区签订的贸易协议，尤其重要的是香蕉、咖啡和花卉的

协议。 

根据哥伦比亚出口、旅游、投资及国家品牌促进会的数据，对英

国的农业出口额为 2.841亿美元，即对整个欧盟出口额的 5%。 

香蕉生产商非常关注英国脱欧的走势。从哥伦比亚出口香蕉的历

史来看，香蕉是哥伦比亚向英国出售最多的产品。事实上，仅去年哥

伦比亚的销售额就达到 5400万美元。 

现在进口欧洲每吨香蕉支付 82欧元（约 92 美元）的关税；然而，

如果英国脱欧，香蕉贸易商将不得不支付 99英镑/吨，即 129美元或

超过 114欧元（39%）的关税。 

隧道尽头的灯 

https://www.eldiario.es/canariasahora/agricola/mercados/platano-sostenible-Salon-Gourmet-Madrid_0_885412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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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关税将上涨的担忧已经得到证实。上周末，哥伦比亚香

蕉协会波哥大地区主任艾默生·阿奎尔被任命为该联盟的新主席。该

部门的领导人证实，他已收到国家政府的消息。 

伊万·杜克总统证实，该国已经准备好了一项措施，以面对英国

脱欧。这是一项与联合王国的独家延期协议，被称为“桥梁机制”，

它试图维持与欧盟相同的关税。 

由于去年该部门增加了联合王国香蕉项目的数量，这项措施已经

寻求了几个月。 

资料来源:larepublica.co  

发布日期:4/9/2019 

 

澳大利亚审查菲律宾香蕉安全标准 

堪培拉目前正在审查马尼拉提交的文件，以解决澳大利亚在进口

菲律宾卡文迪什香蕉方面的植物卫生问题。 

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史蒂文·罗宾逊说，澳大利亚禁止进口菲

律宾香蕉已经 20 多年了，随着植物健康技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堪培拉正在努力促进热带水果的进口。 

“我们取得了进展”，罗宾逊说。 

澳大利亚驻菲律宾的新特使说，他致力于说服农业部长艾曼纽尔

和财政部长卡洛斯，以促进菲律宾香蕉澳大利亚市场的重新开放，“我

们正在采取行动，我们希望达成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案。” 

据《商业镜报》报道，11 月堪培拉和马尼拉举行的双边会谈上，

菲律宾香蕉重新进入澳大利亚香蕉市场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91323/australia-review

s-philippines-banana-safety-standards/  

https://www.larepublica.co/economia/las-tres-preocupaciones-de-gremios-del-agro-en-caso-de-que-se-concrete-el-brexit-284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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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4/8/2019 

 

利德尔只在比利时销售公平贸易香蕉 

比利时的连锁店利德尔最近开始销售公平交易的香蕉，它是比利

时市场上第一家 100%销售公平贸易香蕉的连锁店。 

几年前，英国和荷兰的连锁店也采取了这一措施。然而，利德尔

是比利时第一家承诺出售公平贸易香蕉的连锁店。这样一来，利德尔

连锁店为香蕉种植户提供了更高的收入。从长远来看，这些农民可以

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同时，连锁店也满足了消费者的

需求。消费者在购物时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性。 

2019 年，比利时香蕉年消费总量将达到近 9 万吨。利德尔每年的

销量约为 1400 万公斤。由于对公平贸易香蕉的新承诺，到今年年底，

比利时销售的香蕉的三分之一将是公平贸易的香蕉。 

“首先，这是对哥伦比亚香蕉种植园数千名农民和劳工的帮助。”

公平贸易的比利时总监尼古拉斯·兰伯特说。影响力度和销售数量是

相互依存的——消费者选择公平贸易产品越多，对农民收入和生活水

平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大量的公平贸易对于促进大规模变革至关重

要。” 

香蕉产业转型 

超市可以负责任地利用它们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否认，

利德尔等连锁店的承诺是支持香蕉行业转型的重要第一步。该部门必

须转向可持续的产品，以保持农民的福祉。 

“即使在比利时市场艰难的经济环境中，这种承诺也是可行的。”

兰伯特强调。每天连锁店都在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付出更多的努

力。然而，可持续性也意味着处于供应链前端的人也能获得体面的付

款条件和积极的未来前景，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公平贸易提供了

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公平贸易致力于与各级合作伙伴合作。他们希望共同创造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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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香蕉产业，在他们制定尊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使农

民和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我们希望利德尔的承诺能够

激励其他超市采取必要的重要步骤来推广公平贸易香蕉。”尼古拉斯

总结道。 

资料来源:Fairtrade België 

发布日期:4/8/2019 

 

 国内产业新闻  

警方在香蕉运输中查获了超过 144.5 公斤的毒品 

中国当局称，在中国西南部贵州省铜仁市，警察在运输香蕉的卡

车上缉获了 144.5公斤毒品，包括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 

三月下旬，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警察得到消息，有一群人计划将

毒品从缅甸运输到中国中部的湖北省。警察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

组。他们上周六发现可疑车辆已经进入云南，正前往贵州。一天之后，

在贵州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截获了运送香蕉的卡车，并逮捕了一名嫌

疑人。 

卡车上发现 65箱重 131.95千克的甲基苯丙胺和 6箱重 12.55千

克的海洛因。云南是中国禁毒战争的主要前线，与以毒品生产和贩运

闻名的金三角接壤。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资料来源:xinhuanet.com 

发布日期:4/10/201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4/10/c_137965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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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3.15-4.12 香蕉产地价格均价表（单位：元/斤） 

日期 广西 海南 云南 福建 广东 

2019/3/15 - - 1.87  1.30  - 

2019/3/18 - - 1.78  1.23  - 

2019/3/20 - - 1.78  1.23  - 

2019/3/22 - - 1.76  1.43  - 

2019/3/25 - - 1.61  1.23  - 

2019/3/27 - - 1.59  1.23  - 

2019/3/29 - - 1.62  1.13  - 

2019/4/1 - - 1.65  1.13  - 

2019/4/3 - - 1.65  1.23  - 

2019/4/8 - 1.69  1.64  1.23  - 

2019/4/10 - 1.69  1.64  1.27  - 

2019/4/12 - 1.69  1.58  1.30  - 

 

2019.3.22-4.12 海南皇帝蕉均价表（单位：元/斤） 

 澄迈 乐东 

日期 一等品 二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2019/3/22 2.5 2.4 2.5 2.4 

2019/3/25 2.3 2.2 2.3 2.2 

2019/3/27 2.5 2.4 2.5 2.4 

2019/3/29 1.8 1.7 1.8 1.7 

2019/4/1 1.8 1.7 1.8 1.7 

2019/4/3 1.7 1.6 1.7 1.6 

2019/4/8 1.9 1.9 1.9 1.9 

2019/4/10 1.9 1.9 1.9 1.9 

2019/4/12 1.67 1.67 1.6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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