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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到阳澄湖开湖的日子
了，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如既往
地减产、涨价。不过，眼下对于阳澄
湖大闸蟹来说最大的考验，并不仅
是其他“兄弟大闸蟹”的抱团围攻，
公款买蟹和蟹卡、蟹券的遇冷将阳
澄湖大闸蟹从神坛跌落才是其如今
面临的最大困境。

现状 不光是阳澄湖
的大闸蟹卖得好了

这么多年来，很多其他产区的
大闸蟹都一定程度上是生活在“阳
澄湖”这个金字招牌的阴影下，阳澄
湖大闸蟹形成的品牌效应让它们既

“羡慕又无奈”。其他湖区的大闸蟹
在一些市场上销售时，甚至因为不
是产自阳澄湖而被消费者误认为假
货，“因为很多消费者心目中只有产
自阳澄湖才能被称作大闸蟹，别的
湖的就直接叫河蟹好了！”有其他湖
区蟹商无奈地向记者这样表述。

由于“阳澄湖”这个金字招牌过
于耀眼，使得国内很多本来也名气
颇响的大闸蟹多年来都只能屈居为

“区域性品牌”。不过如今，越来越
多的“大闸蟹”开始走出阴影打造自
己的品牌，努力走向全国市场。

与阳澄湖大闸蟹同产自江苏的
泰州兴化大闸蟹，其实在整个江苏
省都很有影响力，近年来也开始走
向其他地区市场。这里有着“中国
河蟹养殖第一县”之称，生态河蟹常
年养殖面积达到 80 万亩，年产量 6
万吨，产值35亿元，无论产量、产值
都在整个江苏省位居首位，其建成
的全国唯一上线的河蟹价格指数和
全国最大的河蟹交易市场，甚至成
为全省乃至全国河蟹价格的风向
标，被评为“中国河蟹第一市场”，年
交易额近百亿元。但恐怕在北京、
广州这样的大闸蟹热销城市，熟悉
兴化蟹的人并不多。

同样位于江苏的泗洪大闸蟹则
着重强化大闸蟹的品质主打“生态
养蟹”，很多生态养殖技术在全国都
是第一家，洪泽湖大闸蟹也被称为

“中国最干净的螃蟹”，是国家级出
口大闸蟹质量安全示范区。这里大
量接受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
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以及中国香
港、台湾地区的订单，已连续 11 年
是江苏省的县级出口第一。这里几
年前开始，台湾统一集团旗下 5500
家便利店就都设有洪泽湖大闸蟹的
销售点，可谓“名声在外”。这几年
洪泽湖大闸蟹大力开拓市场，目前
销量已经仅次于阳澄湖大闸蟹，位
居第二。

此外，我国的辽宁盘锦、山东黄
河口、浙江骆马湖、江苏太湖和固城
湖等地都有大量闸蟹养殖，近年来
也开始加强品牌推广和产品的输
出，这些“蟹兄弟”们正在对阳澄湖
大闸蟹形成合围之势共同抢占市
场。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河蟹
分会的一项数据显示，其实我国每
年产出的河蟹中，每400多只蟹里，
出自阳澄湖的仅有一只。这意味
着，我国的河蟹产业其实远不止阳
澄湖。“阳澄湖”几乎成了大闸蟹的
代名词，虽然对区域经济有着巨大
的推动作用，但其实就全国的行业
发展并不是最佳的模式。”

有产业专家告诉记者，“ 一方
水土养一方蟹 ，中国幅员辽阔，气
候、水质等条件都不一样，不同水域
生长的螃蟹各有特色，说不上哪里
就是最好的，均衡发展对于全国的
产业结构才最有利。”

困境 过高的品牌价
值成阳澄湖大闸蟹劣势

不过，眼下对于阳澄湖大闸蟹
来说其实也遭遇着考验，不仅仅是
其他“兄弟大闸蟹”的抱团围攻，公
款买蟹和蟹卡、蟹券的遇冷将阳澄
湖大闸蟹从神坛跌落才是其如今面
临的最大困境。

高企的价格一度使得阳澄湖大
闸蟹整个产业链都利润丰厚，但高
价格模式也反向推高了各种成本。

“就连阳澄湖大闸蟹脚环的采购成
本都要比别的地方贵不少！”有当地
养蟹人告诉记者。市场顺的时候，
很多矛盾都被掩盖；市场转冷，则使
得整个产业链都感到难受。

原来蟹卡、蟹券盛行时，很多都
是集团采购，价格高一些根本没人
算计，但这几年大闸蟹的消费主体
开始转向了个人，消费者对性价比
的衡量开始仔细起来：为“阳澄湖”
这个金字招牌多花多少钱才合理？
在这种情形下，堆砌过高的品牌附
加值反而成为阳澄湖大闸蟹的劣
势，这也是这几年其他湖大闸蟹越
来越活跃地分羹阳澄湖大闸蟹市场
的原因。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阳澄
湖所在的苏州，当地人似乎对阳澄
湖大闸蟹的偏好程度远不如外地
人。阳澄湖畔的各种蟹馆基本都是
被上海人和江苏周边地区的食客填
满，而苏州本地人经常食用的则是
太湖蟹，当地人都认为“吃不出太大
区别，但价格差距蛮大的”。

假货 在产地也未必
吃到真的阳澄湖大闸蟹

另一方面，假货猖獗也使很多
个人消费者对买阳澄湖大闸蟹有所
顾虑：既然多花钱买到的也未必就
是真货，还不如少花些钱买其他大
闸蟹。

而在前几年阳澄湖大闸蟹的蟹
卡、蟹券几乎成为流通的有价证券
时，大家送礼送来送去更注重的是蟹
券上的金额，反而对于吃到的是不是
真正阳澄湖大闸蟹并不十分在意，因
为吃蟹的人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
告诉北青报记者，事实上，即便在产
地也未必吃到的就是真正的阳澄湖
大闸蟹。这也是当地管理部门对于
回答“每年市场上有多大比例阳澄
湖大闸蟹被假冒”这个问题很纠结
的原因：说多了会打击人们买蟹的
信心使真货也不好卖，说少了又反
为市场上的假货背了书。

出路 电商平台让大
闸蟹“平起平坐”

“ 终 于 在 开 卖 之 前 找 到 组 织
了！”江苏盐城大纵湖大闸蟹行业协
会秘书长顾爱炜不久前刚刚加入了
京东生鲜的大闸蟹产业联盟，这回
他感到心里有了底，不仅因为产自

大纵湖的大闸蟹很快就将在京东开
售，他同样看重走上电商平台后对
大纵湖大闸蟹的品牌推广作用，“毕
竟很多地方的人还不了解我们。”

其实，像大纵湖这样很多名气
还不够响的大闸蟹眼下都急于找到
一个能让更多外人知道的窗口，而
电商成为这些蟹兄弟们能跟老大哥
阳澄湖大闸蟹“平起平坐”的平台。
由于大闸蟹是活物，对配送要求非
常高，因此一直是电商平台很少触
碰的品类，前几年电商平台也只是
销售蟹券、蟹卡，不过随着近来电商
物流体系的健全，包括顺丰、京东等
甚至开始用专机运输，使得网上卖
活蟹成为可能。上个月，来自6个湖
的“大闸蟹”汇聚天猫共同打造网上
大闸蟹销售平台。紧接着更有11家
大闸蟹负责人亲临京东总部，一起
组建了京东大闸蟹销售联盟，足见
各路“大闸蟹”对电商渠道的看重。

以往，大闸蟹通过在大城市布
局专卖店的模式，对于很多品牌知
名度低的大闸蟹很难实现，而随着
电商渠道的打通，使得蟹兄弟们有
了能与阳澄湖大闸蟹同台竞技的机
会。

京东生鲜 POP 运营部总经理
储著鋆告诉记者，电商渠道在生鲜
领域的快速兴起无疑为很多大闸蟹
打开了另一扇门，不仅为他们提高
了销量，同时也起到了品牌推广的
作用，让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与阳
澄湖大闸蟹在同一平台上共同展
示。而且消费者在选择时，可能还
会对这些大闸蟹更高的性价比更感
兴趣。

根据京东的统计数据显示，虽
然阳澄湖大闸蟹的销量依然稳居各
湖大闸蟹之首，但洪泽湖、太湖蟹已
紧随其后，而盘锦和大纵湖蟹则销
量增势最为迅猛。 据北青网

遭“兄弟大闸蟹”抱团围攻，公款采购蟹卡、蟹券减少

阳澄湖大闸蟹遇高价困局跌落神坛

新华社昆明电 当收
到 储 蓄 卡 上 78000 余 元
被莫名转走的银行短信
时，昆明市民孙先生立刻
持卡到附近的 ATM 机修
改了密码并存入 100 元，
后经证实转账交易发生
在 异 地 银 联 ATM。 近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银行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孙 先 生 在 某 银 行 昆
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支行办理有一张银联借
记卡，案发前卡上存有 7
万多元人民币。2016年11
月 15 日 23 时 46 分，孙先
生手机上收到了第一条
跨行转账 5 万元的短信，
随后十多分钟里卡上金
额被人分批取走。孙先
生意识到卡片被盗刷，立
刻报警并拨打了农行客
户 电 话 ，后 持 卡 赶 到
ATM 机修改密码并存入
了 100 元现金。

昆明市西山区法院一
审判决银行赔偿 6.7 万余
元，孙先生因未采取及时
挂失等快速有效、简便易
行的补救手段，自行承担
本应避免的 1.1 万余元损
失。孙先生的代理律师、
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泽、赵云曙认为，在卡片
未丢失和被盗的情况下，
银行未保护好储户存款，
应该赔偿全部损失，遂提
起上诉。

二 审 法 院 昆 明 中 院
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属于
储蓄合同关系，孙先生能
够证明银行卡仍由自己
保管，因此能够认定异地
ATM 交易操作系案外人
利用非法制作的银行卡
所为，ATM 作为银行认
可的交易终端却无法识
别银行卡的真伪，银行未
尽到保障储户存款安全
的义务。同时，银行卡易
于复制，伪卡难以被识别
是银行卡本身的安全隐
患，银行对此负有赔偿责
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
相关法律，商业银行的保
密义务不仅是指对储户
提供的个人信息保密，也
包括到银行或银行设置
的柜员机、银行认可的交
易终端办理交易的储户
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环
境。

经审理，昆明中院作
出终审判决，判定银行赔
偿78700元及该款在审理
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

昆明一储户卡被复制盗刷

法院终审判决银行全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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