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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创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创1010年以来新高年以来新高 牛奶会更贵吗牛奶会更贵吗？？
未来一段时间内，菜肴将变得更为

昂贵了吗？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日

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国际食品价格
指数连续第四个月环比上涨。该价格
指 数 已 上 升 至 134.4 点 ，环 比 上 涨
1.2%，同比上涨 27.3%，创 2011 年 6 月
以来最高纪录。其中，小麦、乳制品价
格上涨，是推高国际食品价格的两大因
素。

物产中大期货高级分析师谢雯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供给端因素是影响
粮食价格走势的重要变量。目前全球多
国报告拉尼娜现象，全球供应链短缺问
题未得到有效缓解，推高了多个粮食品
种价格。

光大期货农产品研究总监王娜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基础原料涨幅
过大，就会引发全球食品板块的通胀预
期，并导致这一情况在全球蔓延。各国
政府有可能采取投放粮食储备、限制粮
食出口、提供价格补贴等方式应对粮价
上涨。

小麦价格升至十年来最高点
FAO表示，谷物价格上涨是导致国

际食品价格指数上涨的重要原因。11
月，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1%，小麦价格攀升至 2011年 5月以来
的最高点。

FAO称，小麦价格上涨一方面在于
市场需求高涨；另一方面在于，优质小麦
供应缩减，澳大利亚不合时令的降雨，及
俄罗斯出口限制。

实际上，小麦供不应求的格局早有
迹可循。美国农业部（USDA）11月的预
测认为，2021年—2022年度全球小麦出
口量将达到2.032亿吨。同时，该机构将
2021年—2022年度全球小麦产量下调
至7.7528亿吨，期末库存下调至2.758亿
吨。

谢雯认为，供求和需求一减一增导
致小麦价格水涨船高。作为三大粮食作
物之一，小麦的需求虽然有所变化，但一
般不会太大。相较而言，天气变化、出口
限制等供给端因素变动才是影响小麦价
格更重要的原因。

11月中旬，澳大利亚气象局报告，
澳大利亚已出现拉尼娜现象，该国东部
和北部田地的降雨量将高于往年平均水
平。据大宗商品交易商 Ikon Commodi⁃
ties测算，受暴雨、洪水、霜冻等极端天
气现象影响，今年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将
有所下降，15%—20%的粮食作物质量
将受到冲击。

同样在11月中旬，俄罗斯政府表示，
将在2022年上半年实行谷物出口配额，并
提高小麦出口税。这意味着，该国将逐步
收紧小麦出口供应。USDA的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占全球小麦供应量的
近15%。

供应短缺推高乳制品价格
FAO表示，乳制品价格上涨是导致

国际食品价格指数上涨的另一原因。11
月，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4%。

FAO 认为，在市场趋紧的预期之
下，全球买家力求保障现货供应，导致黄
油和奶粉进口需求持续走强，这推高了

全球乳制品价格。
谢雯认为，与小麦价格上涨逻辑类

似，供应端是导致乳制品价格上涨的重
要原因。影响供应端的因素主要有二：
第一，天气因素影响奶牛的产奶量；第
二，劳动力短缺扰乱供应链，奶牛饲养、
乳制品运输工作进而受到影响。

金融服务商 StoneX的数据显示，由
于寒潮、水灾等原因所致，今年前七个
月，整个欧洲地区牛奶产量同比下降
0.1%。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预测，新
西兰四季度牛奶产量将比三季度下降
1%。

受卡车司机等劳动力短缺因素影
响，今夏英国曾多次上演“倒牛奶”的一
幕。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位于英格兰
中部的奶农由于无人取货，被迫倾倒 4
万升牛奶。另一英国奶牛商表示，他已
被迫倒了4次牛奶，而在此前的45年里，
他只因为天气原因倒掉过两三次。

英国皇家奶牛协会表示，劳动力短
缺、供应链中断正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该
国乳制品行业的生产与供应。

“消费者的坏消息”
FAO高级经济学家阿巴斯安（Ab⁃

dolreza Abbassian）认为，短期内国际食
品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原因在于，在供
应端，首先，拉尼娜等极端天气现象或将
持续；其次，全球海运价格高企、劳动力
短缺问题未必能得到有效缓解，这将继
续扰动全球供应链；再次，目前能源价格
高企，正推高化肥成本。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的最新预测
认为，拉尼娜现象有 90%的概率持续到
今冬，有50%的概率持续到2022年3—5
月。近日，已连续两个月下跌的波罗的
海干散货运价指数走强，11月 30日，波
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上涨 137点或
4.8%，至3018点。截至11月26日，绿色
市场北美化肥价格周指数位于 1117.65
美元/吨的高位。

不过，阿巴斯安表示，需求端因素可
能将对高企的粮食价格有所缓解。美联
储或将开启货币紧缩进程；奥密克戎毒
株在全球肆虐，有可能抑制消费需求。

谢雯认为，美联储如果将开启货币

紧缩进程，将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打击
囤粮行为。但对于刚需消费来说，这一
因素的影响不会太大。

阿巴斯安还表示，全球粮价一直处
于高位，将有可能进一步向消费端传导，

“这是消费者的坏消息，将使每个家庭的
餐食变得更加昂贵。同时，这也将对各
国通胀带来负面影响。”

王娜认为，目前全球农产品板块的
提价已引发粮食主产国和消费国重视，
如果基础商品价格过高，各国政府势必
增加政策调控力度。

“对于如何控制粮价上涨问题，各
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途径：第一，政策
干预投放储备，拍卖小麦等粮食作物，
以供应农产品市场；第二，增加出口关
税，控制出口，俄罗斯、乌克兰已采取此
做法；第三，对于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
国家来说，可采取价格补贴措施。如埃
及政府每年都会有定向的补贴预算，保
证埃及民众的大饼价格保持稳定。”她
表示。

（第一财经）

歌帝梵歌帝梵66款雪糕涉嫌含禁用物质被下架款雪糕涉嫌含禁用物质被下架
□郭铁

12 月 9 日，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简称“香港食安中心”）
发布公报，建议市民不要食用 6 款

“GODIVIA”（歌帝梵）法国进口雪糕，
原因是相关产品所使用的稳定剂被验
出含有欧盟禁用的除害剂环氧乙烷。

记者 12 月 10 日从歌帝梵中国区
客服方面了解到，出于谨慎起见，目前
歌帝梵内地门店已临时下架停售相关
杯装冰淇淋。歌帝梵线上官方旗舰店
已找不到相关产品，但个别经销商仍
在销售。

资料显示，歌帝梵素有“巧克力中
的劳斯莱斯”之称，巧克力礼盒售价多
在 380 元以上，今年还推出了价值
1588 元的圣诞礼盒。近年来，冰淇淋
成为歌帝梵拓展的重要品类，今年 9月
更新的深圳罗湖万象店更是主打冰淇
淋和冰品饮料。分析认为，巧克力+冰
淇淋+茶饮组合能够帮助歌帝梵降低

客单价，提高消费频次，进一步带动门
店客流。

门店杯装冰淇淋连夜下架
公报显示，6款“GODIVIA”涉事冷

饮净容量均是 100毫升，最佳食用日期
在 2022年 10月—2023年 3月，进口商
为Godiva Chocolatier（Asia）Limited。

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
心发言人说：“中心接获欧盟委员会食
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的通报，指上
述产品所使用的稳定剂被验出含有欧
盟禁用的除害剂环氧乙烷。预警系统
资料显示，受影响产品曾进口本港。
中心得悉事件后，随即联络本地有关
进口商跟进，初步调查发现上述进口
商曾进口受影响批次的有关产品。”

基于环氧乙烷已被欧盟禁用，为
审慎起见，上述进口商已按食安中心
指示将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下架及停
售，并展开回收。发言人还呼吁市民
如购入受影响批次产品，应停止食

用。业界如持有有关产品，亦应立即
停止使用或出售。食安中心会继续跟
进事件和采取适当行动，调查仍在继
续。

记者注意到，12月 9日晚，天猫超
市及京东花语芙旗舰店在售的一款歌
帝梵杯装冰淇淋（80 克/杯）有比利时
黑巧克力、巧克力碎草莓、黑巧碎牛奶
巧克力、芝士巧克力、巧克力香草、咖
啡焦糖巧克力 6种口味，与香港食安中
心发布的 6款涉事产品口味近似，产地
也在法国，经销商为歌帝梵（上海）食
品商贸有限公司。

12月 10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
电歌帝梵客服，对方表示，“国内销售
的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但由于问
题发生，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临时下架
停售了相关商品。后续会有新的产品
再次上架。”该客服进一步解释称，公
司是在 12 月 9 日晚收到的下架通知，
目前门店对涉及的杯装冰淇淋进行了
全线下架，软冰淇淋还在正常销售，电

商是否下架并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截至发稿，天猫、京

东歌帝梵官方旗舰店已无相关杯装冰
淇淋产品，但个别经销商网店仍在
售。歌帝梵（上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电话未能接通。

歌帝梵发力冰淇淋品类
歌帝梵素有“巧克力中的劳斯莱

斯”之称，这不仅在于其巧克力品质，
也在于不菲的售价。歌帝梵京东旗舰
店信息显示，其巧克力礼盒单位售价
在 380 元—1588 元不等。其中，售价
高达 1588元的为一款圣诞节巧克力礼
盒（42 颗），商品页面宣称“你品尝的是
一颗巧克力吗？不，是一段 95年的奢
侈品历史”。

天眼查显示，歌帝梵（上海）食品
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旗下有
2家深圳分公司。歌帝梵中国官网及
官方微信显示，歌帝梵创立于 1926年，
是比利时皇家御用巧克力品牌。2009

年，歌帝梵在上海开设专营店，并在
2012 年开设中国官网和电商旗舰店。
除巧克力外，歌帝梵线下门店还经营
冰淇淋、奶昔、甜点、下午茶等。其中，
冰淇淋产品既有甜筒软冰淇淋，也有
杯装、棒只产品，且销售渠道已扩展至
电商及商超。

2020 年 7 月，歌帝梵新品棒只冰
淇淋在 G-super 绿地优选、盒马鲜生
APP（北京、上海）及 Ole’精品超市、京
东超市上市。2021 年 4 月，6 款歌帝
梵新品杯装冰淇淋登陆 GODIVA门店
及其天猫、京东旗舰店。

2021 年 9 月，歌帝梵新店在北上
广深开业，强调下午茶和堂食功能。
其中，深圳罗湖万象店更是定位为

“GODIVA DELIGHT 甜心随享站”，主
打冰淇淋和冰品饮料。

与巧克力一样，歌帝梵冰淇淋走
的也是高端路线。天猫超市显示，歌
帝梵 80克杯装冰淇淋售价为 39.9元，
与哈根达斯冰淇淋售价相当。

和君咨询连锁经营专家文志宏分
析称，客流和消费频次对于门店来说
很重要。巧克力客单价高，但消费频
次相对冰淇淋和茶饮来说低很多。
通过品类组合，能够降低客单价，提
高消费频次，进一步带动门店客流。
其中，巧克力在产品组合里起的是高
端形象和利润产品作用，冰淇淋和茶
饮相当于流量产品，具有即食消费冲
动属性，且毛利率并不低。

除冰淇淋外，歌帝梵还试图抓住
中国节日市场，于近几年推出月饼礼
盒。或是受“奢侈品”定位影响，其月
饼礼盒曾被通报过度包装。据“上海
市场监管”官方微信今年 9 月 19 日消
息，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在开展月饼礼
盒过度包装现场执法检查和监督抽
查过程中，共发现 5 批次月饼礼盒包
装样品空隙率不合格，涉嫌过度包
装，其中就包括标称歌帝梵（上海）食
品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经 销 的“GOVIDA”
（歌帝梵）雅金玲珑礼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