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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新麦上市量增多挤占陈麦市场份额 

——五月第三周小麦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小麦市场价格及行情 

元/吨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436 2379 -2.34% 

国内主产区新麦上市量逐步增多，因价格较低，挤占了陈麦市场份额，新麦

上市对陈麦市场的冲击正在不断加大。陈麦市场购销转谈，价格稳中偏弱，国家

政策性小麦拍卖成交数量大幅下滑。面粉市场目前处于消费淡季，加工企业开机

率不高，因新麦的使用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后熟期，为维持生产正常进行，加工企

业会适量补充库存，大幅增加陈麦库存的几率不大。 

截止到 5 月 25 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40 元/吨，较上周

（下同）无变化；河北衡水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40 元/吨，下降 30 元/吨；

河北邯郸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00 元/吨，下降 20 元/吨；山东济南普通小麦

的进厂价格为 2410 元/吨，下降 30 元/吨；河南郑州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380

元/吨，下降 40 元/吨。 

主产区优质小麦价格在 5月初上涨后趋于平稳。截至到 5月 25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庄地区进厂价为 2570 元/吨，平稳；郑麦 366 河南郑州地区进厂价为

2560 元/吨，平稳；济南 17 山东菏泽地区进厂价为 2640 元/吨，平稳。 

二、新麦生长及收购情况 

近期北方冬麦区普降喜雨，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累计

降水量有 25～10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4 倍，降水明显改善冬麦区土壤墒

情，华北、黄淮、西北中东部等地冬小麦气象适宜指数均高于上周，气象条件对

冬小麦抽穗扬花、乳熟灌浆和后期产量形成十分有利，产区大部冬小麦长势以正

常和偏好为主。截至 5 月 20 日，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0%、78%，

一类苗较上周减少 3 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增加 2个百分点。尽管今年部分地

区小麦生产遭遇不利天气影响，但整体来看仍是一个丰收年。 

5 月 24 日，陕西渭南的潼关县开始收割小麦，标志着今年的“关中第一镰”

正式开镰收割。在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6500 亩小麦从上周开始正式收割，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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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小麦苗情长势为近 6 年最好，如果后期天气正常，今年江苏夏粮也将迎来丰

收。河南省大部地区冬小麦长势好于去年。目前黄河以南大部地区冬小麦已进入

乳熟-成熟期，豫北处于灌浆盛期，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收获期在 5月 20

日-6 月 10 日。 

湖北新季小麦已开始大面积收割，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已开始零

星收割，新麦上市量增加，面粉企业对新麦的收购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调。

5月 20 日湖北荆州、武汉等地水分在 14～16%、容重 780g/L 左右、面筋 22～25%

之间的烘干粮，装车价格在 2080～2140 元/吨；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新小麦刚

刚开始上市，当地水分 14%、容重 750g/L 左右、面筋 30%的新小麦装车价格在

2120～2160 元/吨。由于湖北小麦面筋值偏低，加之烘干粮面筋会受到不同程度

损害，烘干粮装车价较前期回落了 0.02—0.03 元/斤。当前从湖北荆州、襄阳等

地发至河北邯郸的运费为 120 元/吨左右，发至山东潍坊、德州等地的运费为 150

元/吨左右。从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发至衡水地区的运费在 160 元/吨左右。 

部分面粉企业也下调新麦收购价格。当前河南新乡五得利新普麦收购价格为

1.15 元/斤，周口五得利 1.145 元/斤，陕西五得利 1.18 元/斤，山东东明五得

利 1.16 元，河北赵县五得利 1.18 元，较前期回落 0.01—0.03 元/斤。 

值得关注的是，受疫情影响今年华北企业采购湖北小麦积极性明显不如往

年。再加之该省上市初期收购多为湿小麦，烘干后小麦面筋低，今年湖北的新小

麦购销明显较往年冷清。 

三、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监测显示，5 月 21 日，华北面粉企业整体开工率 52%，周比下降 1个百分点。

其中中小型企业开工率普遍在 30—60%，大型面粉企业开工率在 70%以上。截止

到 5 月 25 日，河北石家庄地区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3040 元/吨，平稳；

山东济南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3100/吨，平稳；河南郑州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

为 3100 元/吨，平稳。 

由于近来面粉企业开机率不高，面粉销售节奏放缓，企业对麸皮的挺价心态

较强。截至 5 月 25 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1310 元/吨，上涨 50 元/吨，山

东济南 1340 元/吨，上涨 40 元/吨，河南郑州 1360 元/吨，上涨 30 元/吨，江苏

徐州 1370 元/吨，上涨 40 元/吨，安徽宿州 1440 元/吨，上涨 60 元/吨，广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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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1460 元/吨，平稳。 

四、小麦交易情况 

5 月 20 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品种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

底价的通知》显示，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2014-2019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拍卖

底价为 2290 元/吨，底价为国标三等仓内交货价，相邻等级价差 40 元/吨。此次

通知显示小麦拍卖底价不变，但新增 2019 年小麦拍卖底价。这也意味着，2019

年小麦也即将进入拍卖序列。这将很大程度上保障小麦市场供给以及影响市场主

体心理预期；据统计，2019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库存数量 2227 万吨。 

5 月 20 日，国家举行政策性小麦竞价交易。共投放小麦 408.77 万吨，实际

成交 17 万吨，周比减少 19 万吨；成交率为 4.15%，周比下降 4.57 个百分点；

成交均价 2344 元/吨，周比下降 3 元/吨。据了解，政策性小麦拍卖成交率已连

续五周下滑。 

2020 年 5 月 21 日，我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四次竞价交易会。

销售 2015 年产小麦 4.99 万吨，其中存放地为北京的 3.02 万吨，存放地为河南

的 1.97 万吨。存放地为北京的小麦交易底价为 2330 元/吨，成交最高价为 2370

元/吨，最低价为 2330 元/吨，成交均价为 2339 元/吨，流标 0.5 万吨，成交率

为 83.44%。存放地为河南的小麦交易底价为 2280 元/吨，全部以底价成交。 

五、后市预测 

目前国家政策性小麦竞价销售交易仍未停止。根据最新交易公告显示，5月

27 日将继续投放国家最低收购价格小麦 400 万吨，跨省移库小麦 6万吨。 

随着新小麦的大批量集中上市，预计新麦价格有可能会承压下行，部分主产

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上年夏收，主产区小麦质量普遍较好，优普小麦之间的差价也降至近年低位。

今年部分地区优质小麦上报播种数量继续增加，但能替代进口的小麦品种依旧很

少。预计今年新麦上市后，优质麦价格不会太高。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杨春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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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储稻谷底价迎调整 国内稻米价多空博弈 

——五月第三周稻米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及市场行情 

截止到 5月 25 日，粳稻全国平均价为 2992.50 元/吨，较一周前的 2995 元/

吨下跌了 2.5 元/吨，跌幅为 0.08%。价格下降主要是经过国储几轮投放后，前

期价格偏高的江苏等南方粳稻产区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而东北地区实际保持

平稳或稳中略涨。目前，国内粳稻主产区基层余粮已经较为有限，提振了粳稻市

场行情，优质优价尤为明显。 

截止到 5 月 25 日，早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490 元/吨，较一周前持平；中晚

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737.50 元/吨，较一周前的 2725 元/吨上涨了 12.5 元/吨，

涨幅为 0.46%。国内籼稻主产区流通粮源正值青黄不接时期，加之陈稻拍卖底价

较高，支撑了籼稻价格。但南方地区已经逐步进入高温高湿季节，大米存储和流

通收到限制，下游走货速度缓慢，抑制籼稻价格继续上涨。 

截止到 5 月 25 日，北京周边地区稻米加工企业粳稻采购价依然稳中略涨。

唐山曹妃甸园区稻米工企业表示，周边地区 2019 年产粳稻收购已经非常困难，

普遍有价无市，挂牌价达到 2860-2900 元/吨。除采购北京市储销售稻谷外，为

满足生产需求，企业同时从东北采购储备轮出粳稻，到厂价约为 2920 元/吨，较

一周前上涨 60 元/吨。 

二、近期交易情况 

国储方面：5月 20 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公布了两个重要消息，一个是 28

日开始销售国储玉米，另一个是关于调整部分品种销售底价。其中稻谷变化情况

请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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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看，早籼稻按年份不同有涨有降，但下降幅度高于上涨幅度；中晚籼

稻亦是如此，但上涨幅度高于下调幅度；粳稻调低了 2017 年底价 50 元/吨，并

加入 2019 年产粳稻，其底价为 2625 元/吨。 

从前期交易情况看，黑龙江粳稻成交情况虽然总体略有缩减，但主要是因为

价格较低的 2014-2015 年粳稻暂停了一段时间的投放。今年 4月 17 日国储恢复

销售粳稻以来，除 4 月 17 日曾在黑龙江投放过一次 2014-2016 年粳稻外，4月

18 日-5 月 21 日间，黑龙江仅有 2018 年粳稻在投放，成交数量逐次降低。据交

易中心了解，黑龙江企业较为关注 14-16 年粳稻拍卖，主要是因为底价低，在 6

月 1 日前，14-16 年底价分别为 2200 元/吨、2200 元/吨、2500 元/吨，二 2018

年为 2600 元/吨，底价相差 400 元/吨。 

5 月 22 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最低收购价稻谷竞价销售，最低收

购价稻谷(2014～2018 年)竞价销售总成交率 24.9%。其中，计划销售 2014-2016

年产最低收购价稻谷 134.1 万吨，实际成交 55.8 万吨，成交率 41.6%；计划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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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2016-2018 年最低收购价稻谷 95.9 万吨，实际成交 1.4 万吨，成交率 1.5%。

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市储方面：5月 21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

油第四次竞价交易会，销售 2017 年产稻谷 3.1 万吨，其中存放地在北京的 1.06

万吨，存放地在黑龙江的 2.04 万吨，共有 28 家企业报名参会，其中北京 13 家，

外埠 15 家，交易意向为 18.50 万吨，最终全部成交。 

第四次粮油竞价交易销售结果 

单位：万吨、元/吨 

品种名称 计划销售量 中标总量 中标率 竞卖底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稻谷（北京） 1.06 1.06 100% 2680 2760 2700 2731 

稻谷（黑龙江） 2.04 2.04 100% 2650 2690 2650 2658 

三、1-4 月我国累计进口大米 75 万吨，出口大米 77 万吨 

海关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出口大米24万吨，同比减少11万吨，减幅31.4%；

1-4 月累计出口大米 77 万吨，同比减少 6 万吨，减幅 7.2%。4 月份进口大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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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同比减少 8 万吨，减幅 29.6%；1-4 月累计进口大米 75 万吨，同比减少

10 万吨，减幅 11.8%。 

四、后期预测 

近期，稻米市场多空博弈。从供应面来看，市场流通粮源减少，对价格形成

支撑，但国储销售丰富了稻谷供应，缓解了价格上涨；从需求面来看，各地复工

复产拉动餐饮业需求，部分地区 6月后继续有批量的学生返校，价格形成支撑，

但短期内居民超量采购需要消化，学校放假时间基本没有延后，企业开机率开始

下降，又限制了稻谷价格走势。 

预计短期内国内稻米价格以稳中略涨为主，部分地区根据区域性需求价格会

出现波动。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国储拍卖确定 玉米价格滞涨回落 

——2020 年五月第三周玉米市场分析报告 

 

一、国内主要行情 

1、价格行情 

国内主要产区、港口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产区名称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2010 1970 -1.99% 

沈阳地区 2040 2030 -0.49% 

哈尔滨地区 1970 1960 -0.51% 

石家庄 2170 2150 -0.92% 

青岛地区 2200 2200 0% 

蛇口港口 2130 2120 -0.47% 

东北、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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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800 1800 0%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220 2160 -2.70% 

近期，国内玉米市场整体止跌回调，价格全线下降。主要是由于临储拍卖的

确定，使得农户惜售情绪松动。截止到 5 月 25 日，全国玉米平均价为 2109 元/

吨，较 5月 18 日的 2114 元/吨，下降了 5元/吨，跌幅为 0.24%。 

据了解，近期北京地区饲料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止跌回调，北京周边企业收购价维持

在 2080-210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承德，丰宁，保定为主），较前期价格下降 30—50 元/

吨。 

2、市场行情 

（1）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玉米价格全线继续下跌。截止本周五，国内玉米现货指数 2058 元/

吨，较上周五（5 月 15 日）2076 跌 18 元/吨，较去年同期 1915 涨 143 元/吨，

涨幅 7.47%。其中，山东地区深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 2110-2200 元/吨，较上周

五下跌 10-70 元/吨不等，东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主流区间 1770-1980 元/

吨，个别较上周五下跌 20 元/吨。辽宁锦州港 19 年玉米容重 700-720 价格 2010

元/吨，较上周五略跌 5 元/吨，辽宁鲅鱼圈港口 19 年玉米容重 690-700 收购价

格 2020-2040 元/吨，高位较上周五下跌 10 元/吨，广东蛇口港口二等粮玉米报

价在 2110-2120 元/吨，较上周五下跌 20-30 元/吨。 

本周（5月 15 日-5 月 22 日）全国生猪价格上涨。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数为

28.79 元/公斤，总体来看生猪市场呈震荡调整状态。目前终端猪肉消费仍旧疲

软，近段时间猪肉价格接连走低，目前消费面无明显拉升，屠宰企业开工率、订

单量均呈现双降态势。预计近期猪价走势整体还将处于趋稳盘整，局地波动且小

幅下探或将继续存在。 

国粮交易中心公布 5 月 28 日在东北三省一区投放首批 400 万吨临储玉米为

2014-2015 年产。拍卖消息终落地，一改我国玉米价格反弹之势。截止周五，黑

龙江和吉林深加工企业玉米实际挂牌价1930-1950元/吨，日收购量最高1000吨，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近期粮油市场分析报告  

- 9 - 

周内个别下降 10 元/吨；山东深加工企业玉米挂牌价回落为主，主流价格区间

2080-2240 元/吨，周内累计下降 10-60 元/吨。 

在国内玉米空头气氛下终端企业备货积极性不高，淀粉与酒精价格稳中有跌

40-70 元/吨。以玉米实际收购价和深加工产品报价估算，近一周吉林企业每生

产一吨玉米淀粉盈利 23 元，山东企业每生产一吨玉米淀粉理论亏损 156 元，黑

龙江西部每生产一吨玉米酒精理论亏损 185 元。估算国内玉米淀粉行业开机率

59%，玉米酒精行业开机率 52%。 

（2）新粮及产区情况 

东北产区：东北、内蒙产区春玉米播种基本结束，但黑龙江东部局部农田内

涝持续，对播种不利，播种进度同比延后。本周（截止 5 月 22 日），东北地区

大部春玉米处于播种出苗期，华北、西北地区中东部处于出苗至三叶期，新疆地

区处于七叶期，局地进入拔节期；西南地区东部处于三叶至七叶期，部分地区进

入拔节期。东北、内蒙产区春玉米出苗率较高，整体长势均较好。 

华北黄淮产区：于 5 月 28 日将进行临储首轮拍卖，数量 400 万吨，临储拍

卖政策落地，部分囤粮的贸易商售粮意愿增加，叠加麦收临近，贸易商有腾库需

求，自周二开始，山东早间到车直线上升，由周二的不足 600 大幅增至周三的

1100 余辆，而周四更是上升至 1600 余辆，各深加工企业自周四开始，全线下跌，

部分企业日度二次调价，周比跌 10-50 元/吨，预计短线仍有下行空间，关注首

拍成交溢价情况。 

（3）港口情况 

沿海港口：广东港口散船报价 2100-2120 元/吨，价格平稳。北方港口价格

维持平稳，航运费再度上涨，主要受夏季用电量增加致煤炭需求增加，推动运费

上涨。目前北方港口收购主体仍偏少，致使港口市场整体趋弱。临储拍卖临近，

饲企采购心态改变，等待政策粮开拍，饲企继续维持低库存，后期应关注临储拍

卖最新情况。 

二、近期交易 

5 月 28 日国家临储玉米竞价销售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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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决定，2020 年 5 月 28 日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交易协调中心及联网的各省（区、市）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组织开展国家临储玉米

竞价交易，具体如下：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临储拍卖政策的出台和近期禽类养殖亏损，饲料企业采购积极性

欠佳，眼下用粮企业大多观望，等待政策粮开拍，部分囤粮的贸易商售粮意愿增

加，预计短期内玉米市场仍将维持弱势运行的格局。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市场逐步恢复 基本面供应仍较为充裕 

——五月第三周豆油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行情 

豆油价格对比表 

单位：元/吨 5 月 19 日 5 月 25 日 比较 

全国三级豆油平均价 5642 5602 -0.70% 

天津三级豆油价格 5540 5500 -0.72% 

巴西进口成本价 5837 5846 0.15% 

阿根廷进口成本价 5762 5733 -0.50% 

美国进口成本价 7336 7186 -2.04% 

截止到 5月 25 日连盘豆油主力合约最新价格 5466 涨 28，现货沿海一级豆

油现货报价 5470－5580 元/吨。 

二、市场行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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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近期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表示将继续推进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

国贸易代表署（USTR）评估中国在努力履行协议。中国近期大量采购美国大豆、

高粱以及玉米等农作物，并且批准进口美国大麦（几乎同时宣布对澳大利亚大麦

实施五年的 80%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周四

表示，尽管中国购买美国商品的行动因为疫情封锁而落后于预定步伐，但是他认

为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未受影响，不会重新谈判。但是在中国宣布将出台港版国家

安全法之后，美国是否还会继续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终仍然取决于特朗普

的决定。特朗普曾经表示，100 个协议也弥补不了“疫情”造成的损失。美国还

有可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资格，来伤害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种植情况：美国农业部发布的作物周报显示，截至 5月 17 日，美国大豆播

种工作已经完成 53%，一周前为 38%，上年同期为 16%，五年平均进度为 38%。上

周末美国中西部地区出现反常的寒潮天气，可能伤害刚刚出苗的大豆作物，这反

过来可能会迫使农户未来几周重播。虽然冷空气可能不会对大豆种子造成太大的

影响，但是可能对新出苗的大豆幼苗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中西部地区农户仍在

检查大豆作物的受损程度和重播前景。一位农业分析师称，美国大豆重播时间不

能超过 5月份。6 月份播种的大豆可能致使作物更易遭受极端天气的影响。美国

农业部的作物周报显示，约 18%的大豆已经出苗，上年同期为 4%，五年平均进度

为12%。美国农业部在5月供需报告中称，如果没有严重的天气问题，那么2020/21

年度美国大豆产量预计达到 1.1226 亿吨，同比增长 17%。 

美国农业部称，截至 5月 14 日的一周,美国 2019/20 年度大豆净销售量为

120.5 万吨，比上周高出 99%，比四周均值高出 80%。当周中国买家买入 73.74

万吨美国陈豆以及 46.万吨美国新豆。作为对比，前一周中国买家买入 27.5 万

吨美国陈豆以及 37.4 万吨美国新豆。本年度迄今为止，美国大豆出口销售总量

达 4152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9.3%。 

国内市场：本周国内豆油价格基本持平，目前对国内豆油价格形成支撑的主

要因素来自消费，疫情缓解后国内餐饮业得到了快速恢复，但市场供应量仍较为

充裕，5-9 月随着大量的巴西大豆到港，豆油库存将出现持续性的上升，预计后

期基本面上难以支持豆油价格的上行。 

三、后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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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短期内，豆油市场缺乏明显的指向性消息，且国内豆油市场

处于消费淡季，因此预计近日豆油价格多保持震荡整理格局。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张书瑜） 

 

 

·本市储备粮油交易·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四次竞价交易结果 

  

2020 年 5 月 21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四

次竞价交易会。疫情防控期间取消现场交易，本次竞价交易会采用网上竞价的交

易方式，参会单位是本次销售货物承储库以外的加入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

食购销及经营企业资源库会员。 

本次交易会竞价销售 2016 年产玉米 2.07 万吨，销售 2017 年产稻谷 3.1 万

吨，销售 2015 年产小麦 4.99 万吨。共有 46 家企业报名参加，销售玉米、稻谷

全部成交，销售小麦部分流标。 

第四次粮油竞价交易销售结果 

单位：万吨、元/吨 

品种名称 计划销售量 中标总量 中标率 竞卖底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玉米 2.07 2.07 100% 2000 2070 2000 2044 

稻谷（北京） 1.06 1.06 100% 2680 2760 2700 2731 

稻谷（黑龙江） 2.04 2.04 100% 2650 2690 2650 2658 

小麦（北京） 3.02 2.52 83.44% 2330 2370 2330 2339 

小麦（河南） 1.97 1.97 100% 2280 2280 2280 2280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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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5 月 20 日最低收购价、国家临时存储、跨省移库小麦竞价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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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8 年)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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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4-2016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