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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新麦价格继续小幅上涨 

——七月第四周小麦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小麦市场价格及行情 

元/吨 7 月 27 日 7 月 20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359 2354 0.21% 

收购数据：截至 7 月 20 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 3666.7 万吨，同比减少

552.0 万吨，其中：河北收购 298.9 万吨，同比减少 14.2 万吨；江苏收购 948.4

万吨，同比减少 9.1 万吨；安徽收购 508.9 万吨，同比减少 202.0 万吨；山东收

购 570.9 万吨，同比减少 37.7 万吨；河南收购 772.9 万吨，同比减少 336.3 万

吨；湖北收购 121.6 万吨，同比增加 14.9 万吨。主产区油菜籽累计收购 62.2 万

吨，同比减少 1.0 万吨。主产区早籼稻累计收购 73.5 万吨，同比增加 22.8 万吨。 

收购进度同比偏慢，除了以前提到的基层农户及贸易商惜售、贸易商存小麦

观望后市意外，近期凸显的还有玉米价格持续走强，贸易商认为如果玉米价格仍

然上涨，而小麦价格上涨速度较慢，那么小麦饲用量将会增加，后期市场可流通

小麦数量将会减少。7月下旬，山东济南地区玉米小麦价格为-50 元/吨，月环比

收窄 60 元/吨；河南郑州地区玉米小麦价格为-20 元/吨，月环比收窄 70 元/吨。

玉米小麦价差收窄后，使得华北地区部分饲料企业收购新小麦的意愿增强。国家

粮油信息中心预计，2020/21 年度全国饲料消费及损耗量为 1750 万吨，比上年

度增加 200 万吨。 

还有一个因素是近期受雨水天气影响，基层小麦收购和运输均受影响，面粉

企业厂外送麦车辆不断减少，面粉加工企业为了增加到厂量，不得不上调小麦价

格，使得麦价高位继续小幅上涨。 

截止到 7 月 27 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390 元/吨，较上周

（下同）上涨 30 元/吨；河北衡水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00 元/吨，较上周上

涨 20 元/吨；河北邯郸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360 元/吨，平稳；山东济南普通

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390 元/吨，上涨 40 元/吨；河南郑州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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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0 元/吨。 

今年基层农户对于优质小麦也存在惜售心理，加之受普麦价格走强带动，优

质小麦价格呈现稳中上行态势。截至到 7月 27 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庄地区进

厂价为 2470 元/吨，平稳；郑麦 366 河南郑州地区进厂价为 2430 元/吨，平稳；

济南 17 山东菏泽地区进厂价为 2530 元/吨，上涨 10 元/吨。 

二、河南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信息显示，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国粮发

〔2018〕99 号）有关规定，经研究，同意自 7月 17 日起在河南省内符合条件相

关地区启动 2020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预案执行区域为平顶山、许昌、

漯河、周口市四市，河南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利好南部产区小麦价格。 

近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时间 

省份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湖北 6 月 8 日超标小麦 7 月 12 日 6 月 9 日 

安徽 6 月 6 日 6 月 5 日 6 月 10 日 

江苏 6 月 12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2 日 

河南 6 月 13 日 7 月 2 日 7 月 17 日 

山东 停 7 月 14 日 - 

河北 停 7 月 19 日 - 

三、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根据天下粮仓的数据，抽取的 200 家面粉加工企业整体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加工量/产能）为 55.99%，较上周增加 1.28 个百分点。本周小麦加工量 543371

吨，较上周 530971 吨增加 12400 吨。其中，本周面粉产量约 380360 吨，较上周

371680吨增加8680吨，本周麸皮产量约为108674吨，较上周106194吨增加2480

吨。由于面粉需求不佳，面粉企业普遍保持低开机率。截止到 7 月 27 日，河北

石家庄地区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2880 元/吨，下降 40 元/吨；山东济南地

区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3000/吨，下降 100 元/吨；河南郑州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

为 3020 元/吨，下降 80 元/吨。 

由于近期面粉企业开机率处于低位，麸皮货源紧张，麸皮价格继续上涨。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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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 月 27 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1900 元/吨，上涨 50 元/吨，山东济南 1920

元/吨，上涨 50 元/吨，河南郑州 1930 元/吨，上涨 40 元/吨，江苏徐州 1890 元

/吨，上涨 40 元/吨，安徽宿州 1940 元/吨，上涨 50 元/吨，广东广州 1970 元/

吨，上涨 50 元/吨。 

四、小麦交易情况 

2020 年 7 月 16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五

次竞价交易会。本次交易会竞价销售小麦 1.69 万吨，实际全部成交，竞卖底价

为 2350 元/吨，成交最高价 2430 元/吨，最低价 2400 元/吨，成交均价 2415 元/

吨。竞价采购 2020 年产二等及以上小麦 24.53 万吨，实际全部成交，竞买底价

为 2520 元/吨，最高价为 2520 元/吨，最低价为 2460 元/吨，平均价为 2482 元/

吨。 

近来各地储备粮轮换采购定价依然保持高位。7 月 23 日，中储粮北京分公

司竞价采购 9.8 万吨新小麦，成交了 1.3 万吨。本次采购北京区域竞拍底价

1.22-1.23 元/斤，天津区域竞拍底价 1.21-1.215 元/斤。7 月 23 日，天津地方

储备库竞价采购 10 万吨 2020 年产三等小麦，成交率 55.29%，竞拍底价 1.25 元

/斤。 

五、后市预测 

面粉的需求在短期内仍将低迷，尽管小麦价格出现上涨，但是由于下游需求

不旺，以及国家储备充足，将抑制小麦上涨空间。据统计，截至 7月中旬，国家

临储小麦剩余库存量 8713 万吨，同比增加 1593 万吨。而且今年是个丰收年，而

新小麦收购同比偏慢，市场余粮的大头仍在流通换环节，预计不会出现大涨。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杨春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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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致早籼稻量减质降 国储低价稻谷仍受青睐 

——七月第四周稻米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及市场行情 

截止到 7 月 27 日，粳稻全国平均价为 2928 元/吨，较上一周的 2878 元/吨

上涨了 50 元/吨，涨幅为 1.74%。近期国内粳稻价格出现上涨主要是统计渠道内

优质粳稻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上涨，黑龙江长粒粳稻从 3000 元/吨上涨至 3100

元/吨，吉林超级稻从 2800 元/吨上涨至 2900 元/吨。但从普通粳稻来看，价格

保持平稳。目前国储仍在大量投放粳稻，市场供应总体丰富，加之目前仍处于雨

热同期的夏季，终端大米消费能力有限，加工企业开工率不高。 

截止到 7 月 27 日，早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480 元/吨，较上周下跌了 3 元/

吨，跌幅为 0.12%元/吨；中晚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655 元/吨，较上周下跌了 5

元/吨，跌幅为 0.19%。从早籼稻方面看，目前正值上市期，由于前期持续降雨

影响，产量减少和质量下降基本已经成为定局，为了切实抓好早稻收购工作，国

家已将早稻托市收购启动时间从 8 月 1 日起适当提前，江西省于 7 月 25 日启动

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需要关注的是，今年早籼稻价格或因质量不同出现

较为明显的分化，符合国标三等的达到或高于 2420 元/吨的托市价，如中储粮江

西分公司 7月 14 日、7月 17 日储备采购三等早籼稻成交均价分别为 2500 元/吨

和 2540 元/吨，但同时等外品由于数量明显高于常年，且水分偏高不宜保存，部

分地区出现农户以较低价格销售等外品现象，拉低了早籼稻价格；从中晚籼稻方

面看，目前市场上流通的 19 年中晚籼稻已经很少，但目前下游需求不佳，米企

开机率低，籼稻需求量少。 

截止到 7 月 27 日，北京周边地区稻米加工企业粳稻采购价变化不大。唐山

曹妃甸园区稻米工企业表示，近期以使用国储黑龙江 2015 年产稻谷为主，到厂

价格为 2710 元/吨，较上周上涨了 10 元/吨。 

二、近期交易情况 

国储方面：目前，国储稻谷销售仍在进行，从成交的总体情况看，粳稻多于

籼稻，2014-2016 年的多于 2017-2019 年的。东北地区 2014-2016 年粳稻，以其

较低的价格和尚可的质量获得企业青睐。最近一期国储交易成交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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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北京市储方面：2020 年 7 月 16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

市储备粮油第五次竞价交易会。竞价销售稻谷 1.73 万吨，部分流标。具体成交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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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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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1.41 81.55% 2660 2670 2660 2662 

三、IGC：2020/21 年度泰国大米产量预计为 2000 万吨 

天下粮仓网报道，国际谷物理事会（IGC）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21 年度

泰国大米产量预计为 2000 万吨，与早先预测值相一致，上年为 1820 万吨。大米

期初库存数据从 440 万吨上调到 460 万吨。大米出口预计为 870 万吨，高于早先

预测的 850 万吨，上年为 720 万吨。大米期末库存预计为 470 万吨，低于早先预

测的 480 万吨，上年为 460 万吨。 

四、后期预测 

目前仍值高温暑热天气，大米消费趋弱，但供应也逐步进入青黄不接时期，

因此稻米市场整体呈现多空交织局面。早籼稻减产对北京周边市场影响多存在于

消息面，对基本面的影响极其有限。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玉米市场延续上涨  拍卖价格再创新高 

——2020 年七月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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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 7 月 27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2170 2240 3.23% 

沈阳地区 2190 226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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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地区 2110 2180 3.32% 

石家庄 2240 2320 3.57% 

青岛地区 2350 2380 1.28% 

蛇口港口 2320 2420 4.31% 

东北、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企业名称 7 月 20 日 7 月 27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800 1800 0%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390 2420 1.26% 

近期，国内玉米市场延续上涨，部分地区受临储玉米成交的高溢价形成支撑。

截止到 7月 27 日，全国玉米平均价为 2322 元/吨，较 7月 20 日的 2147 元/吨，

上涨了 175 元/吨，涨幅为 8.15%。 

据了解，近期北京地区饲料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略有上涨（主要是国储玉

米拍卖）北京周边企业收购价维持在 2380—240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承德，

丰宁，保定为主），较前期价格继续上涨。 

2、市场行情 

（1）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玉米价格延续涨势，且涨幅扩大。截止本周五，国内玉米现货指数

2225 元/吨，较上周五（7 月 17 日）2187 涨 38 元/吨，较去年同期 1915 涨 310

元/吨，涨幅 16.19%。 

国内玉米供需趋紧，产需缺口扩大强化了玉米价格上涨预期。其次，疫情暴

发以来，国内玉米贸易曾一度停摆，阶段性供应短缺引起价格上涨。再次，随着

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玉米饲料及加工需求持续向好，玉米淀粉企业开工率由 2月

份的 37%提高到 5月份的 67%，玉米需求不断上升。 

本周（7月 20 日-7 月 24 日）全国生猪价格延续跌势。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

数为37.10元/公斤，较上周的37.95元/公斤下跌了0.85元/公斤，跌幅为2.20%；

较去年同期的 19.48 元/公斤上涨 17.62 元/公斤，涨幅为 90.50%。本周全国生

猪外购仔猪头均利润为 1504.81 元/头，较上周的 1667.05 元/头减少了 1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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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头，减幅为 9.70%，较去年同期 471.61 元/头的盈利水平增 1033.20 元/头，

增幅为 2101.30%。 

因原料供给偏紧及高成本的背景下，玉米酒精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本周国内

43 家酒精企业 DDGS 产出量为 81970 吨，较上周 96080 吨减少 14110 吨；本周行

业开工率 46.73%，较上周 54.77%回落 8.04 个百分点。 

 

（2）产区情况 

东北产区：本周，我国东北部分春玉米带降水预期仍将表现明显。从分布来

看，预计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一带降水相对集中，合计降水量达到 40—50mm，

个别地区降水偏重，黑龙江大部、内蒙古中南部表现为相对干燥。 

华北、黄淮夏玉米带本周天气开始转干，山东大部、河南大部有望出现数日

晴好天气，修复前期阴雨给玉米带来的长势偏慢的影响，提振长势水平。预计未

来一周，黄淮、江淮地区将再出现大范围密集降水，带来的水涝影响还将破坏夏

玉米的生产。 

（3）港口情况 

沿海港口：拍卖热度依旧不减，高成本因素推动市场，本周北港继续上涨

50-70 元/吨；此外，广东港玉米内贸库存降至低位，有货的贸易商继续提价，

本周南方港口周比继续上涨 90-100 元/吨，预计短线仍维持高位强势运行为主。 

（4）进口方面 

面对产不足需，进口不可避免。今年国际玉米价格受疫情全球蔓延及原油价

格暴跌、燃料乙醇需求大幅下降等影响，国际玉米价格下跌明显呈，进口玉米价

格已明显低于国内，形成国内外倒挂的现象。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6月 30 日，国内外玉米价差已扩大到 638 元/吨，并呈不断拉大之势。杨艳涛指

出，国际玉米市场供应充足，而需求骤减，美国玉米期末库存创下 33 年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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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乙醇需求减弱，加上疫情造成运输受阻，

共同对国际玉米价格形成压制。 

二、近期交易 

7 月 27 日，国家粮食协调中心公布了，国家临储玉米竞价销售交易公告—

—变更通知，主要针对交易资金和交易资质进行了变更。资金方面企业除了缴纳

保证金外，同时须预付 500 元/吨货款后才能参与交易。资质方面根据企业的出

库率决定是否具备交易资质。具体内容如下：企业累计成交量达到 20 万吨（含）

以上且出库率（验收确认数量/总成交数量）低于最低出库率的企业，不能参与

当期交易，出库率统计时间为每周二 17:00。本周最低出库率为 30%，此后每周

按 5%递增，统计时间为 7 月 28 日 17:00。买方企业请务必于交易前登录系统，

确认是否能够参与本期交易。 

国家临储玉米拍卖情况汇总 

 

7 月 23 日，临储玉米拍卖全部成交且拍卖价格再创新高，且成交均价周比

再度上涨，加上多地运力紧张，高成本因素继续推动市场，东北贸易商看涨氛围

浓郁，加之贸易商新粮余粮所剩不多，惜售心态尤为明显。后期继续关注 7月底

至 8 月份临储粮的出库情况。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市场参拍粮主体热度持续升温，东北贸易商看涨氛围浓郁，北方

成本拉动，叠加南方港口玉米可供销售货源偏紧，预计短期内玉米继续维持高位

运行。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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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压力尚存 豆油市场仍待复苏 

——七月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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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 7 月 27 日 比较 

全国三级豆油平均价 6400 6426 0.40% 

天津三级豆油价格 6300 6300 0% 

巴西进口成本价 6836 6804 -0.46% 

阿根廷进口成本价 6672 6638 -0.50% 

美国进口成本价 8269 8251 -0.21% 

截止到 7 月 27 日连盘豆油主力合约最新价格 6200 跌 70，现货沿海一级豆

油现货报价 6340－6500 元/吨。 

二、市场行情 

1.国际市场 

随着中美关系的加剧，令市场对后期采购美国大豆担忧，本周初对 CBOT 豆

类期价形成支撑，但因美国作物种植带天气有利作物生长，继续支撑丰产预期，

CBOT 豆类期价在周末略有下跌。 

中美关系要点，7月 21 日，美国单方面要求中国在 72 小时内关闭休斯顿总

领事馆，给出中方 3 天的撤离时间。中方 24 日宣布反制措施，决定撤销对美国

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对于豆类油脂行业来说，随着南美可付运的大豆库存逐

渐下降，往年冬季我们都是转而进口北美大豆。但双方关系紧张令后期进口美豆

会否受限成为投资者们担忧的事情，因为船期确定不了，四季度大豆原料若出现

供应缺口，成本增长的利多预期也将给资本市场推动期货价格的契机。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作物进展周度报告显示，截止到 2020 年 7 月 19 日，大豆

优良率为 69%，高于一周前的 68%，高于去年同期的 54%。大豆扬花率为 64%，上

周 48%，去年同期 35%，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57%。大豆结荚率为 25%，上周 11%，

去年同期 6%，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21%。近来中西部出现大雨，将进一步改善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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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状况。 

2、国内市场 

本周我国豆油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近期受马来西亚棕榈油下跌影响，连豆价

格略有下跌，但是随着销售旺季即将到来，油脂现货抗跌性较强。 

国内因局部油厂胀库及暴雨推升水位，导致大豆船无法靠岸，部分油厂大豆

未衔接上而停机，令上周开机率高位下降。当前生猪供应不足，市场补栏意愿较

强，且水产养殖进入旺季，豆粕需求逐步回升，但油厂现货可售较少，提价意愿

较强，叠加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支撑粕价上涨。受此影响，本周国内豆油

成交连连放量令市场价格抗跌性加剧，油厂挺价信心倍增。 

港口方面，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6月从主要供应国巴西进

口的大豆飙升至纪录高位。中国 6 月从巴西进口 1051 万吨大豆，较上年同期的

550 万吨增长了 91%，较 5 月份增长 18.6%。中国 6 月从美国进口 26.7553 万吨

大豆，较上年同期的 61.4805 万吨减少 56.5%，较 5月份吨下降 45.6%。 

中国 6 月大豆进口总量达到创纪录的 1116 万吨，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把握住

巴西大豆价格较低的机会，而且天气好转有利于巴西大豆出口。 

鉴于来自巴西的发货量依然庞大，预计未来数月中国大豆库存仍处于高位。 

截至 7 月 21 日当周国储大豆为 739 万吨，为 2018 年 11 月来最高，是 3 月

底触及的纪录低位的两倍以上。 

三、后期预测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外盘压力尚存，但国内豆油市场抗跌性相对较强，因此

预计短期内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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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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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储备粮油交易·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五次竞价交易结果 

  

2020 年 7 月 16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五

次竞价交易会。本次竞价交易会采用网上竞价的交易方式，参会单位是本次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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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1.64 万吨，竞价销售稻谷 1.73 万吨，竞价销售小

麦 1.69 万吨，竞价销售大豆原油 0.49 万吨，竞价采购 2020 年产小麦 24.53 万

吨。共有 72 家企业报名参加，销售玉米、小麦、大豆原油、采购小麦全部成交，

销售稻谷部分流标。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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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1.64 100% 2100 2250 2230 2241 

稻谷 1.73 1.41 81.55% 2660 2670 2660 2662 

小麦 1.69 1.69 100% 2350 2430 2400 2415 

大豆原油 0.49 0.49 100% 5600 5750 5750 5750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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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24.53 24.53 100% 2520 2520 2460 2482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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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7 月 21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4-2016 年）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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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最低收购价小麦、国家临时存储小麦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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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国家临时存储玉米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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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9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