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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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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5 日 1 月 6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394 2393 -0.04% 

2020年春节前的小麦市场与往年相比活跃度降低，仅在去年12月短暂反弹，

之后整体趋稳。今年年关小麦市场购销平淡无奇，主要是市场供给充足，而面粉

市场“旺季不旺”，需求不足，且市场主体对小麦价格后市预期看弱，导致制粉

企业节日备货意愿不高。今年国家政策性小麦拍卖底价是否下调也是市场关注的

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多为随加工随采购或以面粉订单来安排小麦采购，备货比较

谨慎。 

截止到 1月 6日，河北石家庄地区普通小麦进厂价为 2390 元/吨，平稳；河

北衡水普通小麦进厂价为 2380 元/吨，平稳；河北邯郸普通小麦进厂价为 2380

元/吨，平稳；山东济南地区普通小麦进厂价为 2390 元/吨，平稳；河南郑州地

区普通小麦进厂价为 2400 元/吨，平稳。 

截至到 1月 6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庄地区进厂价为 2500 元/吨，平稳；

郑麦 366 河南郑州地区进厂价为 2490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 20 元/吨；济南 17

山东菏泽地区进厂价为 2490 元/吨，平稳。华北地区优质小麦平均价 2485 元/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222 元/吨，优普小麦价差为 103 元/吨，同比下降 147 元/

吨。 

二、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近期国内面粉市场走货情况虽有所好转，但面粉市场“旺季不旺”特征明显，

各地面粉销售无明显改观，面粉价格保持稳定。截止到 1月 6日，河北石家庄地

区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3000 元/吨，平稳；山东济南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

为 3080/吨，平稳；河南郑州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3060 元/吨，平稳。 

近期非洲猪瘟影响持续，生猪存栏仍处低位，短期内麸皮饲用需求难以好转。

同时面粉企业整体开机率呈现回升态势，麸皮市场供应量增加，麸皮价格稳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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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截止到 1月 6日，河北石家庄地区麸皮出厂价格为 1340 元/吨，较两周前下

跌 10 元/吨；山东济南地区麸皮出厂价格为 1340 元/吨，平稳；河南郑州地区麸

皮出厂价格为 1360 元/吨，平稳；广东广州地区麸皮出厂价格为 1500 元/吨，平

稳。 

三、小麦交易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家临储小麦投放量 304.81 万吨，实际成交量 3.31 万

吨，平均成交率 1.09%，周度成交均价 2331 元/吨；相比之下，2019 年 12 月 25

日国家临储小麦投放量304.8959万吨，实际成交量5.83万吨，平均成交率1.91%，

周度成交均价 2326 元/吨。而上年同期国家临储小麦投放量 300.6451 万吨，实

际成交量 10.4766 万吨，平均成交率 3.48%，周度成交均价 2397 元/吨。据统计，

截至 1月上旬，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超过 9000 万吨；其中 2014 年产国家

临储小麦 958 万吨，2015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1212 万吨，2016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2372 万吨，2017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2296 万吨，2018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213 万

吨。由于国家临储小麦库存数量高企加之流通市场小麦供给充裕，后期若要实现

“去库存”目标，其拍卖底价下调的概率较大。 

四、一类苗比上周增加 1 个百分点 

截至 12 月 20 日，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18%、82%，一类苗比

上周增加 1个百分点，二类苗比上周减少 1个百分点。分区域来看，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表示，河北省小麦出苗均匀整齐，苗情总体好于常年。与上年相比，一、

二类苗比例增加，三类苗比例下降。据农情调度调查，截至 12 月中旬，河北小

麦一类苗面积占 53%；二类苗面积占 41%；三类苗仅占 6%。一类和二类苗比例分

别比上年提高 1个百分点。今年小麦种子籽粒饱满、发芽势强、发芽率高，缺苗

断垄现象有所减少。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研究员表示，受干旱和降水分布不

匀影响，安徽省主产区苗情存在差异，阜阳南部县区播前降水不足，播后持续干

旱，生长量不足；阜阳北部、宿州、亳州、淮北市等部分早播田块亩蘖茎数达

80 万以上，有旺长现象。淮河以南地区小麦播种偏迟，大部分田块在 11 月下旬

播种，至今尚未出苗；部分稻茬小麦抢墒播种，苗龄已达 5-6 叶，旺苗弱苗并存。 

五、后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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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面粉加工企业粮源外部市场采购基本结束，粮源加工基本以库存小

麦为主，麦市购销趋于清淡，且随着传统节假日的日趋临近，面粉加工企业将陆

续停工停产。国家临储小麦库存数量高企，节后国内麦市供给压力较大，小麦价

格回落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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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东北地区粳稻收购持续进行，吉林、辽宁总体进度不慢，但黑龙江收

购进度却因托市启动晚、部分稻谷质量无法达到国储收购标准而严重滞后。国家

粮食局消息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主产区粳稻累计收购量同比减少 737

万吨，减幅 24%，其中黑龙江省累计收购量同比减少 835 万吨，减幅 44%。 

东北地区农户习惯在春节前售粮变现用以偿还贷款及支付节日消费，黑龙江

等地近期粳稻上市量有所增加，但企业收购并不十分积极，主要是粳稻质量较差，

好粮已经较少，导致开工率整体低于常年同期，部分企业也借机压价收购；国储

库收购量也不多，主要是不少稻谷质量达不到国标三等。 

截止到 1月 7日，黑龙江鸡西加工企业收购水分在 15%左右、出米率在 62%

左右的圆粒粳稻价格为 1.20-1.25 元/斤，较年初下降了 0.04 元/斤；吉林长春

地区加工企业收购水分在 15%、出米率在 67%左右的超级稻价格为 1.30 元/斤，

价格弱势稳定；辽宁盘锦地区加工企业收购水分在 16%、出米率在 68%左右的圆

粒粳稻价格为 1.30-1.32 元/斤，价格较年初下跌了 0.01 元/斤。河北唐山地区

加工企业圆粒粳稻入厂价为 1.25 元/斤，基本稳定。 

二、近期交易情况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国家政策性稻谷竞价销售累计成

交 1261.1 万吨，同比增加 405 万吨。其中，早籼稻拍卖共计成交 147.4 万吨，

同比增加 75.6 万吨；中晚籼稻拍卖共计成交 488.2 万吨，同比增加 237.1 万吨；

粳稻拍卖共计成交 625.5 万吨，同比增加 92.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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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3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交易结果如下： 

 

北京市场方面：最近一次市储稻谷竞价交易会是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北

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19 年市储备粮油第十一次竞价交易会(邀标竞价

采购稻谷专场）。本次竞价交易会采用现场计算机和网上同时竞价的交易方式，

参会单位是接到本中心邀请通知的企业。交易会邀标竞价采购 2019 年黑龙江省、

吉林省产二等及以上粳稻谷（圆粒）14.21 万吨，共有 33 家企业报名参加，全

部成交。具体成交情况如下： 

第十一次粮油竞价交易（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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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谷 14.21 14.21 100% 3140 3040 2960 3006 

2019 年 12 月份，北京市场没有举办市储稻谷购销。 

三、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9/20 年我国稻谷结余减少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1 月份预计，2019 年我国稻谷产量为 2.096 亿吨，同比

减少 252 万吨，减幅为 1.2%；国内稻谷总消费为 19410 万吨，较上年增加 80 万

吨，增幅为 0.41%；2019/20 年度进口稻谷（将大米进口量以 70%折率换算）350

万吨，与上年持平，出口稻谷（将大米进口量以 70%折率换算）500 万吨，2019/20

年度全国稻谷结余 1401 万吨，较上年度减少 445 万吨。 

四、后期预测 

1 月 17 日将迎来小年，东北地区粳稻收购将逐步暂停，按照东北习俗正月十五之前不

会恢复收购，而 2月底粳稻最低收购价预案执行时间将到期。从今天计算实际可收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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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足 30天，只计算工作日的话大概只有 22天左右，政策对收购的支撑时间已较为有

限。 

未来春节后随着气温的回升，保管难度加大，黑龙江地区将面临大量质量偏低甚至是等

外粳稻的集中上市，届时各级储备也将开始轮出，市场流通粮源数量将明显高于往年，

价格利空较多。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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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 1 月 6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1740 1740 0% 

沈阳地区 1800 1800 0% 

哈尔滨地区 1680 1720 2.38% 

石家庄 1960 1960 0% 

青岛地区 2010 2010 0% 

蛇口港口 1950 1945 -0.26% 

东北、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企业名称 12 月 23 日 1 月 6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700 1660 -2.35%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030 2020 -0.49% 

近期，国内玉米市场整体呈现价格震荡的态势。截止到 1月 6日，全国玉米

平均价为1917元/吨，较12月23日的1918元/吨，下降了1元/吨，跌幅为0.05%。 

据了解，近期北京地区饲料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稳中略降，北京周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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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收购价维持在 1915-1920 元/吨之间，较前期略有下降。 

2、市场行情 

（1）市场综述 

截止本周五，国内玉米现货指数 1821 元/吨，较上周五（12 月 27 日）1826

跌 5 元/吨，较去年同期 1883 跌 62 元/吨，跌幅 3.03%。其中，山东地区深加工

企业玉米收购价 1852-1980 元/吨，较上周五下跌 10-46 元/吨，东北地区深加工

企业收购价主流区间 1640-1740 元/吨，较上周五上涨 6-10 元/吨。辽宁锦州港

19 年玉米容重 700 以内价格 1800-1810 元/吨，较上周五持平，鲅鱼圈港口 19

年新粮容重 700 收购价格 1790-1800 元/吨，较上周五持平。广东蛇口港口二等

粮玉米成交在 1950 元/吨，较上周五持平。 

需求方面：本周（12 月 27 日-1 月 3 日）全国生猪价格上涨。截止本周五，

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数为 36.01 元/公斤，较上 周五的 33.73 元/公斤上涨 2.28

元/公斤，涨幅为 6.80%；较去年同期的 12.84 元/公斤上涨 23.17 元/公斤，涨

幅为 180.50%。本周全国生猪头均利润从上周的 1178.38 元/头增加至 1436.95

元/头，增加了 258.57 元/头，周增幅为 21.90%；较去年同期 114.78 元/头的盈

利水平增加 1322.17 元/头，增幅为 1151.90%。 

（2）新粮及产区情况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底，东北主产区玉米销售进度在 37%，较去年同期持平，

但整体进度仍是慢于往年。由于今年春节较去年提前至 1 月 25 日，传统售粮习

惯情况下农户一般“小年”之后就会停止售粮，目前距离市场的卖粮时间仅还有

半个月，卖粮周期缩短令 1 月份农户集中卖粮变现可能性大增，贸易商也无意大

量囤粮，用粮企业采购节奏也不快，阶段性的供应压力仍在。 

东北产区:本周初，东北地区降雪天气影响下，企业上量减少，此外，黑龙

江直属库提价收粮的举动给予市场心理支撑，加之，今年黑龙江减产，玉米价格

未达到农户预期也令部分农户有惜售观望情绪，东北产区整体上量不理想，部分

企业到货仅可供当日消耗，因此，在节前备货的助推下，本周部分企业上调收购

价，周比上涨 4-30 元/吨，继续关注基层售粮进度及天气对玉米上量的影响。 

华北黄淮产区: 市场进入 1月份以后，市场卖粮周期进一步缩短，按产区售

粮习惯来看，小年之后会停止售粮，也就是说在没有恶劣天气的出现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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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售粮周期仅在半个月，春节前部分农户售粮变现需求增加，企业到货量随之

增长，早间日均到货车辆多达 1500 辆，企业在库存相对充足的背景下，连续下

调收购价，关注农户售粮心态及企业到货。 

（3）港口情况 

我国北方锦州集港 1800-1820 元/吨，理论平舱 1850-1870 元/吨，较上周持

平；广东港口散船玉米周比持平在 1950 元/吨，集装箱玉米价格小幅走低 10 元/

吨，主流报价 2000 元/吨，粮商贸易逐步放缓，腊八节过后节日气氛渐浓。与此

同时，关内粮价小幅走低，因到货量增加，东北玉米小幅反弹，因局地农户卖粮

热情降温。 

（4）热点 

2019 年我国市场继续在中美贸易战与谈判快速切换中紧张度过，直到 12 月

13 日中美宣布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达成一致，意味着我国玉米深加工产业第三次

挑战即将到来，前两次分别是粮食乙醇企业控制建设和深加工补贴力度逐年下

降。 

二、近期交易 

国家临储方面：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公布：自 2019 年

10 月 18 日起暂停国家临时存储玉米竞价销售。   

现将 2019 年自 5 月 23 日至 10 月 17 日的临储交易情况做如下汇总：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 腊八节已过，北方主产区年味越来越浓，玉米市场购也将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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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尾声。据了解，有卖粮需求的农户将会在近期出，玉米市场可能会出现阶段

性上量，但总体规模有限。下游需求来看，非洲猪癌疫情影响下，饲用需求一般，

企业多采用随采随用的方法。总体来讲，春节前玉米市场仍不容乐观，预计短期

内国内玉米市场维持震荡整理的行情，价格波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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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 1月 7日，全国四级豆油平均价为 7093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了 362

元/吨，涨幅为 5.38%；其中天津四级豆油价格为 7000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了

330 元/吨，涨幅为 4.95%。 

进口毛豆油方面：阿根廷进口毛豆油完税进口成本价为 7254 元/吨，较两周

前上涨了 27 元/吨，涨幅为 0.37%；巴西进口毛豆油完税进口成本价为 7090 元/

吨，较两周前下降了 82 元/吨，跌幅为 1.14%；美国进口毛豆油完税进口成本价

为 8186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了 52 元/吨，涨幅为 0.64%。 

1 月 7 日（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豆油期货市场收盘上涨，因

为买豆粕卖豆油的套利解锁。截至收盘，豆油期货上涨 0.20 美分到 0.22 美分不

等，其中 3月期约收高 0.22 美分，报收 34.74 美分/磅；5月期约收高 0.21 美

分，报收 35.04 美分/磅；7 月期约收高 0.21 美分，报收 35.36 美分/磅。周二，

美国纽约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市场略微下跌，2月交割的轻质原油期约下跌 0.57

美元，报收 62.70 美元/桶。周二，豆油期货成交量为 94,748 手，周一为 95,414

手。空盘量为 515,336 手，周一为 512,922 手。 

1 月 7 日，大连豆油期货低开，随后震荡上行，盘终收涨。主力合约增仓放

量，收阳线。y2005 合约，开盘 6800 元，收盘 6886 元，涨 38 元，最高 6886 元，

最低 6746 元，昨结 6848 元，结算价 6816 元，成交 513150 手，持仓 654620 手。 

二、市场行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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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近期，国内大豆价格稳中略涨。东北地区基层粮源已经十分有限，据

粮油分析机构预测，东北地区余粮仅有 1-2 成，高品质豆供应比较紧张，各主体

收购较为困难，部分粮库提价收购，给市场行情带来利好。但目前距离春节已经

不远，各主体收购将逐步在小年前后停止。加之主产区天气不佳，贸易商走货一

般，下游库存相对充足，补库积极性有限，都将制约国产大豆行情。中美即将签

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大幅度增加农产品进口，后期美豆进口或增多，

且巴西大豆预期丰产，不利于国内分销豆行情。不过，当前港口贸易商货源不多，

走货尚可，仍支撑行情。短期进口分销豆行情波动或将有限。 

豆粕：近期，豆粕价格逐步走低。媒体分析影响因素如下：一是中美达成第

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承诺将会提高采购美国农产品，后续到港大豆量或高于

预期；二是 2019 年 12 月份油厂压榨量较高，沿海豆粕库存已经开始从低位逐步

回升；三是南方水产需求进入淡季；四是进口杂粕到港较为集中，尤其是广东港

口进口葵花粕到港量较大，部分企业调整饲料配方，增加杂粕用量；五是油脂表

现强劲，买油卖粕套利活跃。 

豆油：近两周，国内豆油持续上涨。汇易网分析师分析：近期国内外油脂价

格大幅上涨，提振轮番上涨。其一，东南亚干旱预期以及生物燃料政策，提振马

棕价格 2019 年 10 月份以来累计上涨 33%；其二，中美谈判进展明朗，尤其是近

期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提振美豆油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累计上涨 17%，自 2019

年 5 月份以来累计上涨 35%；其三，地缘政治因素，近期美伊矛盾升级，提振美

国纽约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市场主力合约轻质原油期约大幅上涨，自 2018 年底

以来该期约已经上涨 45%，2019 年 6 月以来累计涨幅 20%左右。 

三、后期预测 

短期看，节前备货仍在进行，豆油库存仍在下降，买油卖粕套利仍在进行，

预计短线豆油行情整体仍将维持强势运行格局。从较长时间看，上半年豆油继续

强势震荡的可能性也较大，主要是基于东南亚棕榈油和南美大豆的市场行情。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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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储备粮油交易·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2019 年市储备粮油第十二次竞价交易结果 

 

2019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19 年市储备粮油第十

二次竞价交易会。本次竞价交易会采用现场和远程网络同时竞价的交易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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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1.69 万吨（其中：2014 年产 1.45 万吨，2015 年

产 0.24 万吨），共有 7家企业报名参加，全部成交。 

 

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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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1.69 1.69 100% 2380 2400 2380 2383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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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12 月 31 日最低收购价、国家临储存储、跨省移库小麦竞价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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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6-2018 年)竞价交易结果 

 

 

 

 

1 月 3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4-2015 年)竞价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