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上半年，李峻峰频频带着安岳柠
檬参展国际柠檬产业大型活动，以寻找国
外客户。有了客户还不行，李峻峰说，公司
试图打开自营出口之路，还花重金挖到了
一个国际贸易管理人才，海外贸易团队的
年人工成本超过60万元。

11月27日，装载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
司112吨安岳柠檬的4个集装箱货柜从泸
州港出发，目的地是新加坡。安岳柠檬首
次借泸州港出海，这也是四川华通柠檬有
限公司自营出口的第一单。李峻峰说，截
至目前，公司自营出口的柠檬已200多柜，

“3~5月是柠檬鲜果销售旺季，我们的目标

是今年自营出口达到1万吨。”
与此同时，蒋强风也在去年开始做起

自营出口。“首单去年10月出去的。”蒋强风
说，目前公司自营出口的柠檬超过40柜。不
仅如此，他还注册成立了资阳第一家从事
安岳柠檬外贸服务的贸易公司。“除了做我
们公司自己的柠檬出口外，还可以承接安
岳其他公司的柠檬外贸出口。”

“半年时间不到，两家公司自营出口
的安岳柠檬近1万吨”，安岳县商务和经济
合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两家公司
做起柠檬自营出口以来，目前已创汇近
300万美元。

“自营出口，也能让安岳柠檬人享受
贸易红利。而转口贸易，这些红利都被中
间贸易商享受了。”李峻峰认为，自营出口
除了为柠檬产地创汇外，也能让红利惠及
安岳柠檬人，不仅是经销商，也包括种植
户。“虽然柠檬鲜果的利润不高，但我们自
己卖出去，卖得更贵，那收购的价格自然
也更高。”

在李峻峰看来，自营出口更重要的
影响在于保护提升安岳柠檬在国际市场
的品牌影响力和价值。“直接接触国外客
户，能够更加凸显原产地优势。”他说，柠
檬出口对品质的要求也更高，自营出口
也利于倒逼种植户进一步提升安岳柠檬
的品质。

对此，安岳县柠檬产业局、商务和经
济合作局相关负责人等表达了类似的看
法。他们也希望，安岳柠檬做自营出口的

经销商越来越多。因为，安岳柠檬每年少
则5万吨、多则10多万吨的出口量，还有很
大潜力可挖。

作为探路者，李峻峰和蒋强风都表
示，他们希望更多经销商参与，大家一起
组成自营出口联盟。“安岳柠檬市场很
大，同行是对手，但绝不是敌人，更多是
伙伴。”李峻峰期待，安岳每年产的约三
分之一甚至一半柠檬能通过他们自己卖
到海外。那样，他们也能掌握国际市场安
岳柠檬销售的话语权。

为推动柠檬自营出口，相关部门也在
行动。除了组织柠檬企业到海外参展，今
年9月，资阳将举办世界柠檬产业大会，届
时将邀请境外客商参加国际柠檬采购商
大会，为企业搭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部分为资料图）

突破突破// 重金挖人才、成立外贸公司
半年自营出口近万吨，创汇近300万美元

红利红利// 提升品牌，还惠及安岳柠檬人
希望组建“自营出口联盟”掌握销售话语权

安岳柠檬

安岳“魅力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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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在国内，，
1010个柠檬个柠檬88个个
安岳产安岳产”，”，作为作为
中 国 柠 檬 之中 国 柠 檬 之
都都，，四川安岳四川安岳
主导主导着国内柠着国内柠
檬的销售檬的销售。。去去
年的中国年的中国（（安安
岳岳））柠檬产业柠檬产业
发 展 大 会 上发 展 大 会 上
传 出 一 个 数传 出 一 个 数
据据，，全国柠檬全国柠檬
经销商中经销商中9090%%
以以 上 是 安 岳上 是 安 岳
人人。。换句话说换句话说，，
安岳人掌握了安岳人掌握了
国内柠檬的定国内柠檬的定
价权价权。。

然而然而，，作作
为世界五大柠为世界五大柠
檬 主 产 地 之檬 主 产 地 之
一一，，上世纪七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便远八十年代便远
销国外销国外、、年出年出
口量最高约口量最高约2020
万吨的安岳柠万吨的安岳柠
檬檬，，此前的自此前的自
营出口却几乎营出口却几乎
为零为零。。直到去直到去
年年，，安岳有两安岳有两
家公司家公司““造船造船
出海出海”，”，打通安打通安
岳柠檬自营出岳柠檬自营出
口之路口之路，，半年半年
不到便自营出不到便自营出
口近万吨口近万吨。。

他们他们，，还还
有 着 更 大 的有 着 更 大 的

““野心野心”，”，希望希望
带动更多人组带动更多人组
成联盟成联盟，，掌握掌握
国际市场上的国际市场上的
安岳柠檬销售安岳柠檬销售
话语权……话语权……

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施行
“陪餐”，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
电动自行车有了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月起，这些新规将开始影响你
的生活。

中小学、幼儿园
相关负责人实行“陪餐”

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学
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将
于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一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
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
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
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
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条件的
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
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
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对于外购食品，管理规定要求，学
校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建立健全
校外供餐管理制度，选择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
誉良好的供餐单位。

出入境证件
实行“全国通办”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4 月 1 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
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
证件实行“全国通办”。

据介绍，出入境证件办理继续执行
“只跑一次”标准，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
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上述出
入境证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可
实现三个“都能办”：全国各地都能办，
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
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内地居民都能
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限制，
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
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
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办。

同时，这次推出的新举措包括异
地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可在自
助签注机上办理，立等可取。

电动自行车
有了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于
2019年4月15日起实施。

新标准实施后，市场监管部门要
加强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
理，加强对认证机构和生产企业检查，
确保产品一致性，避免不符合新标准
的车辆获得CCC认证并流入市场。

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生产企业无
证生产、超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
产、不按新标准生产、不按CCC证书
生产、假借出口名义生产违标车辆、非
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行为。

对于上述行为查证属实的，由认
证机构依法对认证证书作出处理直至
撤销认证证书，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责令停止生产并予以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有了“行为规范”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将于自
4月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
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
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条例强化应急准备工作。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以及
街道办事处等地方人民政府派出机关
应当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条例还规范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救援措施，并按
照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同时，条例还对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和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准备、应急
救援方面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

据新华社

一批新规本月开始实施

中小学、幼儿园
相关负责人
将与学生共同用餐

安岳柠檬“造船出海”
半年自营出口近万吨

每年3月至5月，是储存的柠檬鲜果销售旺季。
“中国柠檬看四川，四川柠檬看安岳”，在资阳市安
岳县，大大小小的柠檬销售商最近都忙着发货。

安岳柠檬的种植历史已近百年，2018年种植面
积达到54万亩，产量达58万吨，产值上百亿。自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出口以来，安岳柠檬已远销
俄罗斯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超
过30亿元。

据安岳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柠檬产业局数
据，近年来，安岳柠檬的出口量增多，2015年近20万
吨的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占安岳柠檬总产量的
三分之一。最近几年中，每年至少也有5万吨柠檬鲜
果出口，一般维持在10万吨以上。“每年的出口量数
据都在变化，出口量的多少主要看国际市场的价格
等因素。”安岳县柠檬产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然而，在去年10月以前，远销海外的安岳柠檬
自营出口几乎为零，都是靠第三方转口贸易。安岳
的经销商将柠檬销往深圳、满洲里等城市后，交由
当地的外贸收购商销往海外。“以前也有过一两家
做自营出口，但每年就几柜（集装箱货柜，每柜28
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安岳县商务和经济合作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几年前，为数不多做柠檬自营
出口的公司也没做了。

“我们的柠檬卖到了国外，但我们一度都不知
道究竟被端上了哪国食客的餐桌。”有安岳柠檬经
销商如此说。

“做自营出口，不经过中间贸易商，利润高一
些，竞争力也更强。”安岳县金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蒋强风的这一看法，也是安岳众多柠檬经销商的
共识。他还以去年的柠檬价格算过一笔账，以每公
斤收购价约4元，出口离岸价格每公斤超过1美元计
算，除去物流等成本，利润高两三成。

既然柠檬自营出口的利润如此诱人，为何安岳
柠檬在过去三四十年中的自营出口几乎为零呢？

“主要是没有掌握客源，国外的客户都是贸易商掌
握的。”蒋强风认为，此外，还有自营出口贸易手续
繁杂等因素。

安岳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安岳县柠檬产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柠檬自营出口包括生产基地备
案、加工包装备案和外贸出口三大环节。目前，安岳
建有10万亩柠檬质量出口安全示范区，有约3万亩
柠檬出口生产基地备案。此前，安岳也有几家柠檬
加工包装厂做了出口备案，却没有一家做柠檬外贸
出口服务的公司。“但做了加工包装备案的，也几乎
只是要个资质，为了给国内的肯德基供货用，几乎
没有做自营出口。”

在他们看来，安岳柠檬出口的货源充足，自营
出口的壁垒，既有柠檬经销商嫌出口贸易的备案、
下单、报关、汇款等手续繁多，要求严格，也有加工
包装厂备案需建标准化厂房投资大等因素，更关键
的因素是贸易人才缺乏。因此，经销商被挡在自营
出口的门外，他们为了图省事，都将安岳柠檬交由
第三方转口贸易。

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峻峰也认为，
贸易人才是自营出口的关键。“到国外对接客源，熟
悉贸易规则，办理繁杂贸易手续，贸易人才都必不
可少。我们直接去，语言不通，国外客源的习惯都不
知道，也谈不了。”他说，没有专业外贸人才，自营出
口的风险也很大。“运输线那么长，不计算和协调
好，柠檬烂在路上都有可能。”

探因探因// 此前自营出口几乎为零
贸易人才是关键
也有客源等因素

尴尬尴尬// 远销海外几十年
每年10万吨几乎都是
靠第三方转口贸易

工人们正在包装柠檬，用于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