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5 月 13 日● 

 

 

 

 

 

 

 

 

 

 

 

 

 

 

 

 

 

 

 

 

 

 

 
 

 

 



目录 
 

 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近期小麦市场行情分析报告………………………………………………………1 

近期稻米市场行情分析报告…………………………………………………………3 

近期玉米市场行情分析报告……………………………………………………6 

近期豆油市场行情分析报告……………………………………………………9 

 本市储备粮油交易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三次竞价交易结果………………………………………11 

 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5 月 6 日最低收购价、国家临时存储、跨省移库小麦竞价交易结果……………12 

5月8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8年)交易结果…………………………………13 

5月8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4-2016年)交易结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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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近期小麦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小麦市场价格及行情 

元/吨 4 月 27 日 5 月 11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442 2439 -0.12% 

进入 5 月份以来，市场购销重心由玉米逐步转向小麦，目前湖北、湖南有零

星小麦上市，烘干外发价格在 1.05-1.08 元/斤，主要用于饲料加工使用。新麦

上市日期日益临近，因新上市的湖北小麦质量难以保证，面粉加工企业为了保证

面粉质量对 2019 年质优小麦仍有一定刚需，因此即使 5月份小麦价格出现回调，

空间也十分有限。 

而且国内气温升高，市场进入面粉消费淡季，面粉加工企业小麦采购需求持

续疲软，对小麦采购数量与价格控制趋于严格，降低小麦库存数量以待新麦收购。

5月底至 6月中旬我国新小麦集中收割上市之前，社会余粮供应偏紧，小麦的拍

卖底价也将对市场形成支撑，麦价下跌空间受限。 

截止到 5 月 11 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50 元/吨，较两周

前（下同）上涨 10 元/吨；河北衡水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60 元/吨，上涨

20 元/吨；河北邯郸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30 元/吨，上涨 10 元/吨；山东济

南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60 元/吨，平稳；河南郑州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30 元/吨，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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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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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4 月下旬以来，面粉就已经进入了淡季，随着天气转热，面粉保管难度加大，

面粉厂的开机率一降再降，部分中小型企业甚至已出现了停机的现象。截止到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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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粉销量减少，为了保证加工利润，企业上调麸皮出厂价格。截至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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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1260 元/吨，上涨 70 元/吨，山东济南 1300 元/吨，

上涨 20 元/吨，河南郑州 1330 元/吨，上涨 90 元/吨，江苏徐州 1330 元/吨，平

稳，安徽宿州 138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广东广州 1460 元/吨，平稳。 

三、小麦交易情况 

需求低迷，临储成交量降低。由于市场上余粮减少，面粉加工企业采购渠道

主要转向政策粮，从成交情况可看出，自 4月 15 日临储投放量调增至 400 万吨

以来，小麦成交量逐周降低。据统计，截至 5月 6日，2020 年临储小麦总成交

量在 503.567 万吨，而 2019 年全年总成交量仅为 258.0189 万吨，截至今年 5月

上旬，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8784万吨，同比增加1590万吨；其中2014-2016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 4268 万吨，2017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

量 2120 万吨，2018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 160 万吨，2019 年产国家临

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 2227 万吨。建议后期密切关注国内主产区 2020 年小麦产质

量情况以及政策调整。 

5 月 6 日最低收购价、国家临时存储、跨省移库小麦总投放量 413.33 万吨，

实际成交量 57.491 万吨，周比下降 11.21 万吨，成交率 13.90%，周比下降 2.75%，

但依然是近两年较高的成交水平，成交均价 2343 元/吨，周比上涨 3 元/吨。相

比之下，上年同期国家临储小麦投放量 298.9156 万吨，实际成交量 11.8094 万

吨，周度成交均价 2384 元/吨。 

四、近期新麦长势 

刚入五月份，连续四日异常高温导致干热风形成，形成干热风将导致冬小麦

单产受害、枯死或者提早成熟。之后再遇降温大风天气，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华北

局地干旱缺墒，江汉江淮局地降水偏多不利成熟收晒，为今年我国冬小麦产量品

质敲响警钟。并且高温和降水分布不均还可能促发病虫害。 

截止 5 月初，我国西北地区大部、华北西部和北部冬小麦处于拔节至孕穗期，

新疆西南部、陕西关中、华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江汉等地进入抽穗开花期；

西南地区大部进入灌浆乳熟期，部分地区已成熟收获。按照往年时间，湖北省荆

州市是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之一，但是今年5月4日荆州早熟小麦已经开始收割，

较去年提前十天左右，其中就有高温催熟的作用，由于生长期缩短，加之今年一

季度倒春寒，可能影响小麦蛋白面筋提高。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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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4%，一类苗较上周减少 1%，二类苗与上周持平。5 月 1 日-4 日，我国大

部分地区连续四天异常高温，全国 43 个观测站气温超过 35°，形成干热风可能

导致冬小麦单产受损、枯死或者提早成熟，据悉湖北荆州小麦部分已经收割上市，

较往年提前半个月左右，但品质水平一般，收购价 2100-2200 元/吨。 

中央气象台预计，5 月中旬之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偏高 2～3℃，墒情

偏差地区冬小麦开花灌浆遭受干热风危害风险仍较高。江汉、江淮、江南、华南、

西南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5成，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在 16 日-20 日，阴

雨日数多不利于江汉、西南地区小麦品质提升。由于我国冬小麦集中收割时间在

5月底至 6月下旬，因此未来天气变化对定产定质仍至关重要。 

五、后市预测 

目前市场上 2019 年小麦仍旧是面粉厂的必需品，小麦社会余粮偏低和政策

小麦拍卖底价支撑，预计价格很难大幅回落。5月下旬至 6月中旬是我国冬小麦

集中收割期，此时的天气因素对新小麦的产量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预计后期随

着国内主产区 2020 年小麦大规模上市时间不断临近，以及面粉加工企业采购需

求放缓，陈小麦价格将有所回落。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杨春懿） 

 

 

近期稻米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及市场行情 

截止到 5 月 11 日，粳稻全国平均价为 2995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了 45 元/

吨，涨幅为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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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消化居民前期所囤大米，主产区大

米加工企业开工率持续降低，粳稻价格上涨明显受限。此外，需要关注的是，前

期价格快速上涨、需求强烈的江苏地区在 5月 8日的国储拍卖中，成交量、成交

价环比双降，成交量下降接近 30%，均价下降 41 元/吨。 

截止到 5 月 11 日，早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490 元/吨，较两周前持平；中晚

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745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了 25 元/吨，涨幅为 0.92%。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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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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北京周边的唐山等地加工企业表示，北京周边地区 2019

年产粳稻收购已经非常困难普遍有价无市，挂牌价达到 2900 元/吨。为满足生产

需求，企业同时从东北采购储备轮出粳稻，成交价在 2600-2700 元/吨左右，到

厂价约为 2820-2860 元/吨。 

二、近期交易情况 

国储方面：5月 8 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最低收购价稻谷竞价销售，

计划销售 2014-2016 年产最低收购价稻谷 141.9 万吨，实际成交 72.9 万吨，成

交率 51.4%；计划销售 2016-2018 年最低收购价稻谷 85.4 万吨，实际成交 9.47

万吨，成交率 11.1%。具体成交情况如下： 

 

 

北京市储方面：最近一次稻谷交易是 2020 年 3 月 25 日 2020 年市储备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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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竞价交易会。疫情防控期间取消现场交易，交易会全程采用网上竞价的交

易方式，参会单位是本次销售或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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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会销售 2017 年产稻谷 3.8 万吨，部

分流标。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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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 0.58 64.00% 2440 2440 2440 2440 

稻谷（吉林） 2.85 2.85 100% 2410 2450 2410 2416 

三、公路恢复收费，北京及周边地区粮食运费上涨 

交通运输部 4 月 28 日发布关于恢复收费公路收费的公告，经国务院同意，

自 2020 年 5 月 6 日零时起，经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收费（含收费桥梁和隧

道）。  

据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电话了解，恢复收费后企业采购原粮和成品粮进京

销售运费有所上涨。唐山曹妃甸地区稻米加工企业大米抵京运费上涨至 80-90 元

/吨，较免费期间上涨 20 元/吨，涨幅为 29%-33%；此外，张家口至平谷散粮运

费上涨至 90 元/吨，较免费期间上涨了 30 元/吨，涨幅为 50%；辽宁至北京散粮

运费上涨至 130 元/吨，较免费期间上涨了 30 元/吨，涨幅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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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形成支撑，但短期内居民超量采购需要消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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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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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玉米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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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 5 月 11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1920 2040 6.25% 

沈阳地区 1960 2060 5.10% 

哈尔滨地区 1880 1980 5.32% 

石家庄 1980 2210 11.62% 

青岛地区 2070 2200 6.28% 

蛇口港口 2080 2150 3.66% 

东北、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企业名称 4 月 20 日 5 月 11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700 1800 5.88%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120 2230 5.19% 

近期，国内玉米市场整体延续上涨的态势。价格的持续上涨，手中有粮农户

惜售心理浓厚。截止到 5 月 11 日，全国玉米平均价为 2056 元/吨，较 4月 20 日

的 2021 元/吨，上涨了 35 元/吨，涨幅为 1.73%。 

此外，交通运输部 4月 28 日发布关于恢复收费公路收费的公告，经国务院同意，自 2020

年 5月 6 日零时起，经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收费（含收费桥梁和隧道）。 随后我中心于

5月 7日联系了市储交易客户，对 5月 6日恢复收费后运费情况进行了摸底，现汇报如下：

企业甲从张家口采购玉米至平谷工厂运费上涨至 90元/吨，较免费期间上涨了 30 元/吨，涨

幅为 50%。企业乙反映从辽宁采购玉米至京运费上涨至 130 元/吨，较免费期间上涨了 30元

/吨，涨幅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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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近期北京地区饲料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上涨，北京周边企业收购价维持在

2130-215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承德，丰宁，保定为主），较前期继续上涨。 

2、市场行情 

（1）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玉米价格延续涨势。截止本周五，国内玉米现货指数 2082 元/吨，

较上周四（4 月 30 日）2007 涨 75 元/吨，较去年同期 1848 涨 234 元/吨，涨幅

12.66%。 

饲用养殖需求：猪肉供应量增加，价格略有下跌。今日白条猪均价 40.31 元

/公斤，同比 95.8%，环比 0.18%，猪价较上周继续下降。猪价延续下跌态势，大

体重生猪消化速度缓慢状况或贯穿 5月，加之储备肉频繁投放、下旬政策面等因

素影响，生猪市场价格反弹几率较小，价格仍有下滑空间。白条鸡均价 16.77 元

/公斤，同比 1.31%，环比-0.37%；鸡蛋均价 6.55 元/公斤，今日鸡蛋价格继续

下调，目前北方地区蛋禽依旧维持生产旺季，产区鸡蛋库存充足，需求面仍处于

恢复态势，终端走货一般，蛋价继续适度下跌。此外，国内沿海豆粕现货报价继

续小幅回落，多地降幅在 10-30 元/吨，沿海豆粕主流价格在 2740-2850 元/吨之

间运行。油厂开机率普遍提高，油厂基本不再限量提货。近日国内豆粕现货市场

无视期货反弹而保持调整节奏，豆粕下游需求相对平稳，饲企多在安全库存基础

上随用随采。 

深加工方面:淀粉全国均价为 2591 元/吨，日涨幅 0.00%。酒精均价为 5322

元/吨，日涨幅 0.00%。DDGS 均价为 2008 元/吨，日涨幅 0.00%。蛋白粉均价为

4467 元/吨，日涨幅 0.00%。纤维饲料均价为 1325，日涨幅 0.00%。由于近期玉

米价格大幅度上涨，部分淀粉深加工企业被动停机，企业被动停机从而减少玉米

收购量，进而影响对玉米价格或产生抑制作用。此外，随着时间进入 5月份，淀

粉即将进入消费旺季，而淀粉深加工企业陆续被动停产，将导致市场上淀粉供给

减少，或导致淀粉继续上涨。 

（2）新粮及产区情况 

东北产区：目前基层农户余粮见底，东北产区基层余粮已不足一成，加之东

北地区深加工企业库存同比仍偏低，而政策拍卖迟迟不见出台，有粮的贸易商仍

有惜售情绪，市场阶段粮源流通受限，本周深加工企业到货寥寥无几，个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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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上调收购价，周比继续涨 25-44 元/吨。拍卖政策出台前，预计短线玉米仍

维持强势格局，加以关注。 

华北黄淮产区：华北基层余粮不足 1成，已赶超去年同期的水平，加之，随

着近期价格连续上涨，有货的贸易商惜售情绪升温，此外，高速货运 5月 6日起

恢复收费也拉高成本，且政策拍卖迟迟不见出台，本周后半周连续阴雨天气，山

东早间到货连续下滑，由周三的 300 辆左右降至周五的不足 100 辆的低位，深加

工企业全线调涨，部分企业日度二次调价，周比继续上涨 10-110 元/吨。 

（3）港口情况 

沿海港口：产区余粮见底，贸易报价心态仍维持坚挺；而北方产区玉米价格

高位运行，成本因素给予南方港口支撑，此外，港口内贸库存不多，有货的贸易

商有惜售提价意愿，不过，玉米价格连续拉涨至高位，且拍卖周期临近，加上期

货下跌，市场乐观情绪略有松动，多空并存的环境下，政策拍卖明朗之前，玉米

短线仍将以高位运行为主。 

（3）热点 

据统计截至 5 月 9 日，今年中储粮轮换玉米竞价销售累计投放玉米 208.11

万吨，成交 133.92 万吨，总成交率 64%，从数量上来看成交趋于尾声。目前国

内大部分玉米掌控在贸易环节，基层余粮库存已经明显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超

半数的临储玉米在黑龙江地区，受黑龙江新冠疫情因素影响，临储拍卖或有推迟

的预期，5月中旬后启动拍粮的概率更大，预计临储拍卖启动后玉米价格有望出

现新的变化趋势。 

二、近期交易 

国家临储方面：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为就近就便解决运输等原因造成的

南方部分企业饲料紧张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及联网的

有关省（区、市）国家粮食交易中心自 2020 年 2 月 7 日起组织开展政策性玉米

竞价挂牌交易。现将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2 月 7 日政策性玉米竞价挂牌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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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政策性玉米竞价挂牌交易结果 

 

2 月 11 日政策性玉米竞价挂牌交易结果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政策拍卖迟迟不见出台，有粮的贸易商仍有惜售情绪，市场阶段

粮源流通受限，目前，北方港口及东北深加工企业到货也寥寥无几。此外，高速

货运 5月 6日起恢复收费也拉高成本，政策明朗之前，预计短期内玉米市场仍将

维持强势运行的格局。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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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1 日 5 月 11 日 比较 

全国三级豆油平均价 5452 5659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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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三级豆油价格 5380 5550 3.15% 

巴西进口成本价 5676 5445 -4.06% 

阿根廷进口成本价 5620 5463 -2.79% 

美国进口成本价 7023 7127 1.48% 

截止到 5月 11 日连盘豆油主力合约最新价格 5390 涨 4，现货沿海一级豆油

现货报价 5470－5650 元/吨。 

二、市场行情回顾 

国际市场：近期，全球油籽市场价格大多上涨。目前中国采购美豆积极，中

美贸易谈判代表通电话，同意继续为落实第一阶段双边贸易协议创造有利条件，

这将有助于改善市场人气。但在美国疫情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

国务卿蓬佩奥一心想着甩锅中国，威胁要对中国加征新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多个

州发起针对中国的新冠疫情诉讼，要求中国赔偿高达上万亿美元，民调显示美国

民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上升，中美关系阴云密布，也令人担忧美国大豆需求前景。 

种植情况，目前美国大豆播种工作进展顺利，根据美国农业部作物进展周度

报告显示，截止到 2020 年 5 月 3 日，美国 18 个大豆主产州的大豆播种进度为

23%，一周前为 8%，去年同期为 5%，五年同期均值为 11%。气象预报显示，本周

末中西部地区将会出现寒潮，不过考虑到目前只有少部分的大豆出苗，因此温度

骤降可能不会构成威胁。美国农业部 3月份时预计今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将达到

8350 万英亩，同比增加 740 万英亩或 10%。但是之后由于玉米价格因为原油暴跌

以及需求骤减而大幅下跌，许多分析师猜测今年至少有 200 万英亩玉米耕地会改

种大豆。 

另外，根据美国农业部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一

周,美国 2019/20 年度大豆净销售量为 65.31 万吨，比上周低了 39%，但是比四

周均值高出 19%。本年度迄今为止，美国大豆出口销售总量为 3970.6 万吨，比

上年同期减少 11.5%。 

南美方面，目前，我国海关已全面认可巴西政府出具的官方电子检验检疫证

书，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可顺利报关。据了解，此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巴西等大

豆主产国取消了植物检验检疫证书的人工签字，全部推行电子单据，对我国粮油

加工企业进口报关造成了一定影响。海关总署获悉这一情况后，发布通知指导各

地海关开展电子单据认证认可工作。3月以来，疫情在全球蔓延，巴西作为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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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主产国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巴西的大豆出口数量却创出新高，4月份巴西大

豆出口达到 1630 万吨的单月历史新高，其中 75%发往中国。这也反映出我国对

豆粕、豆油的需求正在逐渐恢复，油厂库存压力不大，压榨利润较好，促使进口

商加大了采购巴西大豆的力度。 

国内市场：在缺乏外盘指引下，国内油脂未能延续反弹势头，市场高位明显

出现阻力，随着油厂开机率的逐渐提高，市场上各机构均预估后期国内大豆到港

集中，以及上周大量采购的棕榈油船期，让市场对于油脂未来供给充裕预期增强，

而国际油脂市场暂时又未能给予提振，因此国内油脂更多依旧维持低位运行。 

三、后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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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进入消费淡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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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市储备粮油第三次竞价交易结果 

  

2020 年 4 月 15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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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是本次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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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会竞价采购 2019 年产玉米 4.17 万吨，竞价采购 2019 年产大豆原

油 0.49 万吨，竞价销售小麦因报名企业不足三家，取消交易。共有 21 家企业报

名参加，采购大豆原油全部成交，采购玉米部分流标。 

第三次粮油竞价交易采购结果 

单位：万吨、元/吨 

品种名称 计划采购量 中标总量 中标率 竞买底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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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4.17 0.56 13.43% 2040 2040 2040 2040 

大豆原油 0.49 0.49 100% 5900 5700 5700 5700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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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8 年)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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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4-2016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