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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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7 日 4 月 21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412 2443 1.29% 

华北地区普麦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苏皖地区比上年同期下降 20～60

元/吨。当前距新小麦上市还有一个多月，基层粮源已所剩无几，面粉企业多是

采购政策性粮源补充库存。近期面粉企业开工率普遍高企，补库需求依旧旺盛。 

4 月 15 日，国家投放 400 万吨最低收购价小麦，比上期增加 100 万吨，由

于流通市场小麦余粮基本消耗殆尽，以及加工企业确实有比较强烈的补库需求，

使得政策性小麦拍卖成交数量再创新高。由于投放量加大，市场粮源将得到有效

补充，打压了前期强势上涨的小麦价格，制粉企业小麦采购心理逐步回归理性，

北京的加工企业及华北部分地区在一周内小麦入厂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截止到 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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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河北衡水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60 元/吨，上涨 10 元/吨，

河北邯郸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20 元/吨，平稳，山东济南普通小麦的进厂价

格为 2460 元/吨，上涨 2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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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上涨行情。截至到 4月 21 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

庄地区进厂价为 2530 元/吨，上涨 30 元/吨；郑麦 366 河南郑州地区进厂价为

2560 元/吨，上涨 70 元/吨；济南 17 山东菏泽地区进厂价为 2540 元/吨，平稳。 

二、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复工复产增加，面粉加工企业开工率维持高位。监测显示，4 月 15 日，华

北面粉企业整体开工率56%，周环比增加2个百分点。其中中小型企业开工率20～

40%，大型企业开工率在 60～90%。小麦入厂成本较高，面粉价格也稳中偏强。

截止到 4 月 21 日，河北石家庄地区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3040 元/吨，上

涨 2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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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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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粉出厂价格为 3100 元/吨，平稳。 

随着面粉企业整体开工率的持续回升，麸皮市场供应量增加，而需求不足，

麸皮价格继续回落。截至 4 月 21 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1220 元/吨，下跌

80 元/吨，山东济南 1280 元/吨，下跌 70 元/吨，河南郑州 1240 元/吨，下跌 70

元/吨，安徽宿州 1310 元/吨，下跌 50 元/吨，江苏徐州 1330 元/吨，下跌 40 元

/吨。 

三、小麦交易情况 

4 月 15 日在最低收购价、国家临时存储、跨省移库小麦竞价交易中，共投

放小麦 412.84 万吨，总计成交量 98.58 万吨，明显高于上期的 42.85 万吨，成

交率为 23.87%。成交均价为 2342 元/吨。 

苏皖地区政策性小麦成交量明显高于华北地区，主要原因是苏皖地区与华北

地区成交价格存在价差，部分贸易商将苏皖地区拍卖粮运至华北地区赚取利润。

同时，江苏省局部地区为腾出仓容，针对 16 年之前的最低收购价小麦有减免出

库费，地方财政补贴 20—40 元/吨等鼓励出库等措施，也刺激了市场竞拍积极性

的提高。 

截至 4 月中旬，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 8982 万吨，同比增加 1758 万吨；

其中 2014-2016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4380 万吨，2017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2190 万

吨，2018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176 万吨，2019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2227 万吨。 

四、近期新麦长势 

近期西北地区、华北大部、黄淮南部周内热量条件较好，日照正常，未出现

大范围霜冻天气，冬麦区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大部地区土壤墒情良好，光温水条

件利于小麦分蘖和拔节孕穗。但 4 月 9-10 日山东半岛东北部、河南北部、山西

东南部出现 8～10℃降温和降雪天气，部分拔节孕穗的小麦遭受晚霜冻。 

当前西北地区大部、华北、黄淮东部冬小麦进入拔节至孕穗期，新疆北部、

青海东部局地仍处于起身阶段；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陕西关中等地进入抽

穗开花期；西南地区大部进入开花至乳熟期，云南东部已成熟。中央气象台监测

显示，截至 4 月 15 日，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2%、78%，一类苗较

上周增加 1个百分点，二类苗减少 1个百分点。 

五、后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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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政策性小麦拍卖投放数量的增加，政策稳定市场的作用明显，市场

前段“抢粮”热情已逐步降温。目前来看，开工率回升，面粉加工企业确实有比

较强烈的补库需求，但市场供给增加打压小麦价格。近期市场粮源供应充裕，新

麦再有一个多月就将上市，如果后期面粉订单数量出现下滑，小麦价格仍有回落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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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多个产粮大国相继宣布限制或者禁止粮食出

口，据不完全统计，全球一度有 10 余个国家采取了类似措施，其中包括全球第

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此举一度在消息面上刺激了国内的大米消费，在 3月底时

居民阶段性购买大米数量出现较为明显增加，进而阶段性地拉动了稻谷市场价

格。但是，这一禁令仅持续了十余日，4 月 10 日越南总理阮春福宣布取消大米

出口禁令，恢复大米出口，在 4 月和 5 月可出口约 80 万吨大米。越南恢复大米

出口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越南政府对国内疫情判断比较乐观；二是近期国

际米价根据路透统计已经涨至 2013 年 4 月以来的最高点。随着消息面炒作的逐

步平息，国内大米消费也开始逐步下降至正常水平。但是，随着国内疫情不断好

转，各地行业已经复工、大中院校逐步开学，各餐饮行业逐渐恢复营业，粳米走

货量较前期确实有所提高，在基本面上对稻米价格形成了支撑。 

截止到 4月 21 日，辽宁盘锦地区圆粒（盐丰）收购价 1.40 元/斤（水分 16%，

出米率 68%），价格较两周前持平，但是由于优质粮源较少，企业目前收购标准

有所放宽；吉林长春德惠市超级稻收购价 1.40-1.50 元/斤（水分 15%左右，出

米率 66%），较两周前上涨 0.05-0.10 元/斤；黑龙江鸡西市 19 年绥粳 18 长粒稻

谷收购价 1.50-1.60 元/斤（水分 15.5%-16%，出米率 58%-62%），较上周上涨 0.08

元/斤。另据了解，由于大米销量下降较为明显，企业收购减少，北京周边的天

津、唐山地区圆粒粳稻收购价为 1.36 元/斤左右，较两周前下降了 0.04 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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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交易情况 

国储方面：4 月 17 日，为缓解近期稻谷流通偏紧的情况，国储中晚籼稻、

粳稻上市入拍。自此，稻谷三个品种（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的国储拍卖全

部开始。当日计划销售 2014-2018 年产稻谷 215.9 万吨，经过激烈的竞价，实际

成交 75.1 万吨，成交率为 34.8%，成交均价为 2236 元/吨。分品种看，早籼稻

计划销售 34.6 万吨，实际成交 4.2 万吨，成交率 12.1%；中晚籼稻计划销售 120.1

万吨，实际成交 44.5 万吨，成交率 37.1%；粳稻计划销售 61.3 万吨，实际成交

26.4 万吨，成交率 43%。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江苏省粳稻溢价成交情况非常明显，

也反映出近期粳稻南方涨幅高于北方的特点。随着国储的规律性投放，为企业形

成一条有效粮源补充渠道，稻谷价格上涨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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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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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会销售 2017 年产稻谷 3.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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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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 4 月 12 日泰国大米出口同比减少 44% 

据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发布的参赞报告显示，根据初步的非官方数据，

2020 年 4 月 6 日到 12 日期间泰国大米出口量为 38,499 吨（不包括香米），比一

周前减少 36,177 吨，比四周平均值 67,408 吨减少 28,909 吨。2020 年 1 月 1 日

到 4 月 12 日期间泰国出口大米 1,186,697 吨，同比减少 44%。 

四、后期预测 

随着收购季的结束，市场流通新粮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加之上各地复工复产，

对价格形成支撑；但是，随着消息面炒作的逐步平息，企业开机率开始下降，粳

稻需求量也受限，或限制粳稻涨幅，预计短期粳稻价格或稳为主，部分地区根据

区域性需求或产生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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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 4 月 20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1860 1920 3.22% 

沈阳地区 1920 1960 2.08% 

哈尔滨地区 1850 188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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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1960 1980 1.02% 

青岛地区 2040 2070 1.47% 

蛇口港口 2040 208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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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 4 月 20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700 1700 0%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090 2120 1.44% 

近期，国内玉米市场整体延续 上涨的态势。由于价格的上涨，部分农户依

旧存在惜售心态。截止到 4 月 20 日，全国玉米平均价为 2021 元/吨，较 4 月 6

日的 1987 元/吨，上涨了 34 元/吨，涨幅为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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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5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承德，丰宁，保定为主），较前期

上涨 10—20 元/吨。 

2、市场行情 

（1）市场综述 

本周国内玉米价格继续上涨。截止本周五，国内玉米现货指数 1969 元/吨，

较上周五（4 月 10 日）1946 涨 23 元/吨，较去年同期 1811 涨 158 元/吨，涨幅

8.72%。其中，山东地区深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 2000-2150 元/吨，各企业较上周

五继续上涨 10-76 元/吨，东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主流区间 1770-1870 元/

吨，较上周五稳定。辽宁锦州港 19 年玉米容重 700-720 价格 1970 元/吨，较上

周五上涨 25元/吨，辽宁鲅鱼圈港口 19年玉米容重 690-700 收购价格 1970-1990

元/吨，较上周五继续上涨 35 元/吨，广东蛇口港口二等粮玉米成交价在 2080 元

/吨，较上周五上涨 40 元/吨。 

需求方面：本周（4 月 10 日-4 月 17 日）全国生猪价格震荡下跌。截止本周

五，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数为 34.00 元/公斤，较上周五的 34.00 元/公斤下跌了

0.07 元/公斤，跌幅为 0.20%；较去年同期的 14.77 元/公斤上涨 19.16 元/公斤，

涨幅为 129.70%。 

深加工方面:淀粉全国均价为 2466 元/吨，日涨幅 0.24%。酒精均价为 5059

元/吨，日涨幅 0.16%。DDGS 均价为 2013 元/吨，日涨幅 0%。蛋白粉均价为 4450

元/吨，日涨幅-0.22%。纤维饲料均价为 1313，日涨幅 0%。今日华北地区经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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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到货量上涨后再次下降，玉米价格做小幅下调后继续上涨。淀粉价格受原粮

成本支撑，但河南地区用粮企业收购价略有下调，或抑制当地淀粉价格。 

（2）新粮及产区情况 

东北产区：当前东北地区售粮进度 93%，较去年同期的 91%快 2 成，基层余

粮不足 1成。加之，随着玉米价格不断拉升，市场对二季度及之后的市场有乐观

预期，部分有货的贸易商惜售情绪较高。不过，当前企业库存虽然同比仍偏低，

但近期拍卖消息频传，传闻 4 月底或五月初玉米拍卖，且会给深加工定向 1000

万吨玉米，拍卖消息的影响，各企业观望情绪增加。本周东北企业玉米价格稳定。 

 华北黄淮产区：当前主产区售粮进度已赶超去年同期的水平，华北余粮不

足两成，有货的贸易商惜售情绪较高，加上企业库存同比仍偏低，本周山东早间

到货稳步下滑，由周一的 500 余辆，连续三日降至不足 200 辆，周五到车即使增

加但整体仍不多，不足 300 辆，基本面给予支撑，市场看涨情绪再次发酵，本周

各企业日到货量不够维持当日消耗，连续上调收购价，部分企业日度二次调价，

周比全线继续上涨 10-76 元/吨，预计短线仍偏强运行，关注企业到货。 

（3）港口情况 

沿海港口：截止 4 月 10 日，近日北方港口贸易商有建库意愿，整体到货量

持续增加，推动升北方库存继续上升。据统计，辽宁四港总库存 359.7 万吨，环

比增加 9.6 万吨，增幅在 2.74%。广东港口玉米库存：截止本周五（4月 17 日），

广东港内贸和外贸玉米库存总量 77.5 万吨，其中内贸 42.7 万吨，外贸 34.8 万

吨。 

（4）热点 

近期，临储传闻成为近期玉米市场的热点。2018 年临储玉米共成交 1亿吨。

按往年惯例，临近临储玉米拍卖阶段，未来临储拍卖底价将是市场走向的关键，

每年这个时间都会炒作，目前市场已经市场有消息传闻临储拍卖底价将继续上涨

50-100 元/吨，每周投放不超过 200 万吨。按照底价推导，临储玉米最低抵港成

本在 1920 左右，目前现货市场升水 60 元/吨。当然，在过去的几年里，临储定

价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如果玉米市场供需有缺口，则临储

玉米出库价格为市场成本价；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供需无缺口，则临储玉米价格

将成为市场的天花板。按照目前玉米价格趋势来看，市场普遍认为今年玉米供需

有缺口，需要一定的临储玉米填补供应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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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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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政策性玉米竞价挂牌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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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区贸易商囤粮热情仍较高，惜售待涨，此外在临储玉米

拍卖明朗之前，预计短期玉米价格将维持高位震荡格局。同时从长期来看，玉米

价格的持续上涨趋势将逐渐放缓，将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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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 4月 20 日，受新冠疫情影响，能源需求缩水，美原油暴跌逾 300%，

历史上首次出现负。收于每桶-37.63 美元，历史首次跌入负值，盘中最低报每

桶-40.32 美元。6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51 美元，收于每桶

25.57 美元，跌幅为 8.94%。受此拖累，4月 21 日国内油脂也全线下跌，全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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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豆油平均价为 5452 元/吨，较两周前下跌了 109 元/吨，跌幅为 1.96%；其中

天津三级豆油价格为 5380 元/吨，较两周前下跌了 50 元/吨，跌幅为 0.92%。 

进口毛豆油方面，截止到 4 月 22 日，阿根廷进口毛豆油完税进口成本价为

5620 元/吨，较两周前下跌了 85 元/吨，跌幅为 1.49%；巴西进口毛豆油完税进

口成本价为 5676 元/吨，较两周前下跌了 85 元/吨，跌幅为 1.48%；美国进口毛

豆油完税进口成本价为 7023 元/吨，较两周前下跌下降 311元/吨，跌幅为 4.24%。 

4 月 21 日（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豆油期货市场收盘下跌，

因为原油期货走低。截至收盘，豆油期货下跌 0.23 美分到 0.63 美分不等，其中

5 月期约收低 0.63 美分，报收 25.35 美分/磅；7 月期约收低 0.61 美分，报收

25.76 美分/磅；12 月期约收低 0.55 美分，报收 26.65 美分/磅。周二，美国纽

约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市场急剧下跌，6月交割的轻质原油期约下跌 8.86 美元，

报收 11.57 美元/桶。周二，豆油期货成交量为 165,510 手，周一为 95,289 手。

空盘量为 460,725 手，周一为 466,028 手。 

4 月 21 日，大连豆油期货低开，全天低位震荡趋弱，盘终收跌。主力合约

增仓放量，收阴线。主力 y2009 合约，开盘 5434 元，收盘 5340 元，跌 174 元，

最高 5456 元，最低 5304 元，昨结 5514 元，结算价 5356 元，成交 532624 手，

持仓 470560 手。 

二、市场行情回顾 

大豆：近期，国产大豆行情基本稳定，部分地区略有下跌。截止到 4月 21

日，东北地区塔豆装车价约在 2.55-2.65 元/斤，较两周前约下跌 0.10 元/斤左

右；河北地区中黄豆装车价约在 2.75-2.85 元/斤，较两周前基本保持平稳。港

口进口阿根廷大豆价格主流报价在 4400 元/吨，较两周前持平略跌 100 元/吨。

目前看港口库存不多，但 5月份即将开始有美豆到港，有媒体预测 5-7 月间月均

大豆到港量将达到 980 万吨，未来价格可能回调。产区市场流通豆不多，为锁定

利润贸易商也开始出货。 

豆粕：近期，豆粕价格震荡下跌。据统计，国内沿海地区豆粕报价在2880-3100

元/吨一线，较两周前下跌 50-370 元/吨。除受原油暴跌拖累外，因大豆到港即

将大幅增加，油厂开机率即将大幅回升，因此豆粕后市看跌多，贸易商锁定利润

加快销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开工率拖累，目前豆粕库存处于低位，有媒

体分析或创下 2011 年以来的新低。截止 4月 17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

豆粕总库存量 13.61 万吨，较上周的 15.97 万吨减少 2.36 万吨，降幅在 14.78%，

较去年同期 70.18 万吨减少 80.60%。这限制了豆粕下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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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受新冠疫情肆虐多国影响，能源需求急剧下滑，美原油暴跌给给豆油

价格带来大量压力。同时，近期国内港口受缺豆影响，加工企业开工率低，国内

豆油库存已经连降六周至 90 万吨，棕油库存亦降至 61 万吨周比再降 6%，也从

基本面上对豆油价格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支撑。 

三、后期预测 

后期，国内港口即将迎来大量大豆到港，开机率将可能快速回升；疫情影响

将较长时间存在，原油等需求低迷短期也难以改变，外围市场利空豆类；市场整

体对未来并不看好，近期国内豆油行情整体或将延续弱势回调走势，中期走势仍

难乐观。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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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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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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6-2018 年）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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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4-2016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