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0日，雲南昆明國

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簡

稱「花拍中心」）復工開

市；花卉供應商帶着囤積

已久的鮮花和希望前來。雖然當天的拍賣一直持續到晚上十時半，可

是成交數據並不理想：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1%；成交價跌幅更

超過70%，創下三年新低。分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整個花卉產業

的打擊無論是受影響的面積、群體的數量、波及的範圍、損失的金額

都遠超2003年的「非典」。而處於花卉供應鏈前端的生產環節在此次

疫情中損失最為慘重。雲南花卉產業一季度的損失或達100億元（人

民幣，下同）。

昆明斗南花卉市場鮮切花
交易量佔內地的70%，出口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交易
量、交易額、出口額連續十
多年居全國首位，是內地花
卉市場的「風向標」和花卉

價格的「晴雨表」。
疫情防控之下，花市顯得冷清了許多。

為有效避免因人群聚集帶來的傳染風險，
1月26日20時起，斗南花卉交易市場就暫
停了花花世界內的主場館對手交易，以及
與市民、遊客相關的花卉交易、旅遊服務
和餐飲服務，僅保留了電子拍賣交易和一
部分主要花卉品種的露天交易。2月6日
20時起，鮮切花電子拍賣交易也關停了。

2月10日復工，所有前來交易的客商都
需要填表登記、測量體溫和佩戴口罩，對

來自或途經、接觸過疫情重點地區
人員，還要求必須到指定酒店隔離
14天，其它外省籍人員須按照相關
要求自行隔離，在確認健康後才可
進入交易場所進行交易。

為商家提供補貼免租
為控制拍賣大廳的人員密度，花

拍中心將平常可容納600人的大廳分
隔為四個坐席區，目前只允許150人
進場拍賣，座位之間還要保持一定
距離。交易中心每天都會安排工作
人員對拍賣大廳、待拍場地、各類
設備進行全面消毒。同時採取線上線下多
渠道並行的方式進行交易，線下拍賣交
易、線上定價交易、訂單交易三個交易渠
道同時開通。花拍中心還向1月27日到2

月5日參與交易的供貨商，每一把鮮切花
補貼2.5元人民幣，用於分擔包裝費和物
流運輸費，並免除了物流商、購買商等商
家19天的租金。 ■記者 譚旻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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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花拍中心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相比去年冷清了
許多。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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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花卉產業主要指標數據

總種植面積（萬畝）

綜合產值（億元人民幣）

鮮切花產量（億枝）

盆栽花卉產量（億盆）

出口額（億美元）

花卉企業數（家）

花農收入（億元人民幣）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2016年
132.5
463.7
100.6
2.68
2.2

2,136
115

2017年
156.2
503.2
110.3
3.33
2.1

2,139
121.1

2018年
171.4
525.9
112.2
4.28
2.06

2,316
124.8

同比增長
9.7%
4.5%
1.7%

28.5%
↓1.9%
8.3%
3.1%

年均增長
13.7%
6.5%
5.6%

26.4%
↓-3.2%

4.1%
4.2%

■有花農表示
每天損失的花
有10多萬枝。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那麼，
花卉市場
回暖的「拐

點」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呢？專家分析指，
春節以來，由於疫情的發展和防控的需
要，鮮花消費大幅縮減的背後實際上是被
抑制住而不是被消減掉了，當抑制這種情
感消費的外在因素消失後，鮮花消費自
然會恢復，或許還會呈爆發式恢復。
張力是花拍中心原總經理，對近年來

花卉市場情況了解甚多。他對當前的情
況分析後認為：「可以肯定地說，當疫
情完全結束時，我們將迎來一波甚至二
波報復式的鮮花消費潮。」

料五一長假延續消費高峰
他說，如果樂觀估計，情人節後一些

地區的花卉市場陸續重新開市，這樣，

除湖北外地區的花卉流通秩序有望逐步
恢復。而隨着疫情的好轉和漸漸散去，
這時抑制這種情感消費的外在因素就會
消失，鮮花消費自然會恢復而且往往會
呈爆發式恢復。張力判斷，除了傳統的
節日型消費外，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病人
治癒出院、出征一線醫護人員的回歸、
疫情期間被推遲的婚禮重新舉辦、情侶
之間的歡聚、各種紀念日的補過甚至親
朋好友的團聚等等，都會成為激發鮮花
消費潮的動因。
「第一個時間窗口在3月份的三八
節，第二個時間窗口會出現在5月份。
此期間的五一長假預計會是個婚慶高
峰，而接下來則有一個母親節來續
峰，鮮花也當仁不讓會成為主角。」
大家或許失去了一個情人節，但沒

失去明天的春暖花開。

專家：市場下月爆發式恢復
前 景 可 期

■一整車的
非洲菊只能
拉去扔掉。
受訪者供圖

▲有公司利用自己的網絡和冷鏈車運輸，協助園
區裡的企業把花直接運送到北京的市場。

◀花商紛紛「自救」，為花農搭建銷售平台減少
損失。

在當前形勢
下，花農、花
商也紛紛尋找

措施開展自救。2月7日，一項名為「解農
之急 鮮花傳愛」的公益活動在網絡、朋
友圈受到大家的關注。這是雲上拾花商城
聯合多家快遞商和鮮花基地，在情人節前
發起的一場「自救」活動，目的是搭建銷
售橋樑，盡力幫助花農花商減少損失。
雲上拾花創始人毛海鵬說，活動消息發出

後，訂單很快就爆了。玫瑰20枝一紮，一元
一枝（人民幣，下同），40枝起包郵；康乃
馨10枝一紮，一元一枝，30枝起訂，40枝
起包郵。活動發出後，便收到市民大量回
應。當天收到了3,600多份訂單。這些訂單
來自全國各地，海南、黑龍江、西寧等地方
都有，訂單花卉數量達到近5萬枝。

銷售渠道擴至全國
「挺感動的，活動一推出，有那麼多人關
注，這讓我們第一個目的達到了，就是想讓
更多人來關注雲南花卉的現況；現在受到物
流等影響，同城的訂單我們都自己去送，收
花的人都很關心我們，讓我們做好防護，甚
至願意多給點跑腿費。」毛海鵬說。

買花的客戶中，有小花店，有家庭，還
有一部分是訂了送給外地親人朋友的。毛
海鵬說，還有一些當地政府部門、行業商
會、電商平台與他們聯繫，希望能為花農
花商找到更多的銷售渠道。

盼透過平台銷到香港
「希望這些花能在特殊的時期給大家的

生活添點色彩。」毛海鵬同時表示，如果
香港有銷售商需要花卉，也可以通過平台
與他們聯繫。
開遠高效現代農業園，是開遠市國家現

代農業產業園的核心區、雲南省高原特色
現代農業（花卉產業）創新示範園。自
2016年開工建設，目前已經有近20家企業
入駐，其中不乏種苗國際一流、種植技術
國際一流、設備設施國際一流的企業。
紅河創森高原特色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朱劍非告訴記者，北京有市場已
經於10日復工，利用自己的網絡和冷鏈車
運輸，公司協助園區裡的企業把花直接運
送到北京的市場，這些花包括玫瑰、非洲
菊、蝴蝶蘭等十幾個系列，上百個品種，
14萬枝花，可以趕得上情人節，為企業挽
回一些損失。

網上拓客源網上拓客源 一晚收一晚收36003600訂單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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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賣，無法賣」，復工第一天參
加拍賣的段金輝連連搖頭，這一

天，他通過拍賣成交了不到8,000枝鮮切
花，而他今年在情人節檔期準備出售的鮮
切花多達200萬枝。

玫瑰賣出不足十分之一
雲秀花卉自有花卉種植面積650多畝，
其中有50多畝的繡球盆花以及其它種苗。
「今年預計在2月5日至11日這些天上市
的玫瑰花有200萬枝，可現在的情況是年
前賣掉很少一部分，應該不到20萬枝，之
後就再也賣不動了。」總經理段金輝說。
花拍中心恢復拍賣第二天，段金輝還是
帶着花前來上拍，這一天的成交量更加讓
他傷心。他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發來一張統
計表，裡面統計的成交量不到1,000枝。
他無奈地說，「沒什麼希望了，鮮切花今
年的損失會達到180萬到200萬元。」
雲秀花卉還有50萬盆繡球花，過年之

後這些花就再也賣不動了。不過這些花還
能堅持1個月，如果1個月後還是賣不出
去，損失將近1,500萬元，段金輝表示。

鮮切花均價大跌70%
從花拍中心復工首日的成交情況來
看，鮮切花總供貨量351.9萬枝，與去年
同期的600.9萬枝相比，下降逾41%；成
交均價每枝0.52元，較去年的每枝1.79
元下降70%，為2018年來最低。總體成
交率60%，較去年同期的88%下降了28
個百分點。
鮮花的生產和市場供應有一個「鏈式反
應」，生產企業和花農每年會根據春節、情
人節、七夕節等節日的分佈來安排全年的生
產計劃，小規模生產的花農尤為明顯。
花拍中心原總經理張力分析，由於對
今年情人節花卉消費市場的預期較為樂
觀，許多花農從去年第4季度開始就調整
花期到情人節集中供應上市。以雲南種植
面積最大的玫瑰切花為例，每年2月份的
交易額就佔到了全年的13%至15%，這
個比例對佔生產群體數量最大的小花農而
言還會更高，達20%以上。
對於花卉市場來說，今年的情人節堪

稱是一個「完美情人節」─錯開了春
節假期，市場需求旺盛。然而突如其來的
疫情，卻讓大家措手不及。

每天扔掉鮮花成常態
「今年這個情人節，算得上是十年來

最好的時節了」 ，雲南茗星輝皇花卉種
植有限公司總經理丁輝介紹說，很多人和
他一樣，今年準備大幹一場，他預計上市
的花數量比去年增加三到四成。2019年2
月6日至10日，以玫瑰為例，每天成交
40萬枝，再加上其它品種的花，每天賣
花60萬枝；原計劃今年要銷售的花有90
萬到100萬枝。
「現在沒有辦法了，公司暫停了營
業，這幾天就每天往香港那邊發3萬枝
花，其它就沒有辦法了。」丁輝說。
段金輝種植的玫瑰也是在這個時候開

始準備集中上市。「這些天工人們在基地
裡還是和以往一樣，將可以上市的花採摘
下來，但今年這些花不是運去準備出售，
而是全部拉走扔掉，從5號到11號，每天
扔掉的花有10多萬枝。」
紅河創森高原特色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朱劍非給記者發來一張照片，一
張皮卡車拉了整車的非洲菊準備去倒掉。
他說，公司涉及花卉種植面積6,000多畝、
2,000多名員工，花是每天得有人採摘，但
是賣不出去，採下來的花只有一車一車扔
掉，是這兩天的常態，心疼，可是也沒辦
法。據不完全估計，園區每天損失有150萬
元左右，到目前已經達到2,000多萬。

首季交易量料減20億枝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總經理高

榮梅介紹，一般來說，第一季度的鮮切花
價格是全年最好的，收益會佔到全年的三
分之一以上，所以對於花卉產業來說，第
一季度的收益至關重要。她預估，第一季
度斗南花卉市場的鮮切花交易量會比去年
減少1.2億枝左右，全省會減少20億枝，
損失在25億元以上，加上農資、物流等
成本，鮮切花產業的損失在40億元至50
億元之間，如果再加上盆花的損失，可能
會達到100億元。

行 業 自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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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們如常將可以上市的花採摘下來工人們如常將可以上市的花採摘下來，，但今年這些花不是運去準備出售但今年這些花不是運去準備出售，，而是全部拉而是全部拉
走扔掉走扔掉。。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