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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价格 稳中待涨 

 

二季度玉米市场的主旋律为临储拍卖，临储拍卖的价格也主

导了玉米的价格，受底部价格托底的影响，以及产区天气干旱等

影响，玉米价格在 5月开启反弹，震荡走高。未来三季度，玉米

市场供应端依旧以陈粮为主，由于前期拍卖粮出库速度均偏慢，

因此预计 7、8月将集中出库。新季玉米播种面积虽然增加，但不

及前期市场预期，种植成本也较去年出现明显上涨。进口替代品

方面，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恐将出现下降，从而利好国内玉米消

费。消费端，虽然生猪存栏依旧低迷且短期内也难以恢复；但

是，玉米深加工将迎来消费旺季，一定程度上刺激玉米的消费。

总体看来，玉米价格在三季度将呈现较为稳定的窄幅整理，但如

若产区天气出现异常，不利于玉米生长，将会刺激玉米价格的上

涨。 

 

 

一、 行情回顾 

二季度玉米价格主要以国家临储拍卖价格为主导，且未来政

策市也将继续引领玉米市场价格。DCE玉米期货指数在二季度整呈

现区间震荡走强趋势，二季度初抛储利空传闻频现，期价出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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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下挫，但受产区天气干旱以及新季玉米面积增加不及预期等利

好因素影响，玉米指数在 5月开启反弹，震荡走高至 1820元/

吨，二季度玉米指数价格最大涨幅为 5.32%。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玉米淀粉期货指数，二季度受前期玉米深加工补贴政策影

响，以及原料端玉米价格的走强，淀粉指数一路高歌。玉米淀

粉指数价格由季初的 2144元/吨，最高涨至 2293元/吨，上涨

幅度约为 7%。 

图 2、DCE玉米淀粉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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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CBOT玉米期货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二季度末玉米价格一路下

挫。。截至 6月 30日价格从季初的 397.6美分/蒲式耳最高跌至

353美分/蒲式耳，跌幅高达 11.22% 

 图3、CBOT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二、国际市场分析及国际市场出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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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USDA)6 月农业部供需报告显示，全球玉米供需方

面，2018/19年度玉米年末库存预估为 1.5469亿吨，5月预估为

1 .5915亿吨。全球 2017/18 年度玉米年末库存预估为 1.9269亿

吨，5月预估为 1.9485 亿吨。 

全球农业产量报美国方面，2018/19年度玉米种植面积预估

为 8800万英亩，较上年下降 2.4%。18/19年度玉米收获面积预估

为 8070万英亩，较上年度下降 2.42%。18/19年度玉米单产预估

为每英亩 174蒲式耳，较上年降幅 1.47%。18/19 年度玉米产量预

估为 140.4亿蒲，较上年下降 3.86%。美国玉米播种面积、收获面

积、单产、总产全部沿用 5月报告中的预估数据。 

2017/18年度巴西玉米产量预计为 8500万吨，比上月预测值

低 200万吨或 2%，比上年减少 1350万吨或 14%。收获面积预计为

1690万公顷，比上月预测值低 20万公顷或 1%，比上年减少 4%。

据巴西农业部下属的机构 CONAB称，与上年相比，中西部和南部

地区的二季玉米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 5%。单产预计为 5.03吨/公

顷，比上月预测值低 1%，比上年减少 10%，因为南部二季玉米产

区天气恶劣。 

 图4、玉米6月USDA供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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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瑞奇期货 

 图5、6月USDA美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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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市场分析 

供应端，二季度玉米的供应主旋律为临储拍卖，今年的大规模

临储拍卖较往年相比不仅时间提前了，拍卖量也增加了，据统计截

止到 6 月 22 日，我国临储拍卖在 5 月份之后基本维持在每周 800

吨的节奏。预计三季度玉米市场供给主体将依旧以陈粮为主。今年

玉米播种面积虽然较去年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并不及预期的增幅。

种植成本较去年显著上升，主要原因是受地租成本的大幅提升。在

进口及替代品方面，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未来可能会抑制谷物进

口量，刺激国内玉米消费。需求端，饲用消费持续低迷，短时间难

以恢复，深加工方面，三季度为传统消费旺季，将刺激玉米的需求。 

1、临储拍卖数量大、节奏快 出库速度却依旧慢 

受玉米供需缺口出现的影响，导致玉米供给出现阶段性紧缺。

为了缓解玉米市场的供应紧缺，今年玉米大规模临储拍卖较往年提

前了近一个月，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正式启动。截至 6 月 22 日已

进行了 11 次投放，其中，4 月 12-13 日临储玉米首轮共拍 667 万

吨，共成交了 596万吨，总成交率达 89.66%，最高成交价 1660元

/吨，最低成交价 1250元/吨，高溢价及高成交远超出市场预期。4

月共计投放 3轮，每周投放量在 700万吨左右；到了 5月份，政府

加码了玉米的投放量，截至 6月 22日，每周投放量增至 800万吨。    

从投放量以及投放节奏上看，足以表明政府对玉米去库存的决

心，但是目前我国临储玉米库存仍处于高位，约为 1.3 亿吨左右，

库存压力仍然不小。截至 6月中旬，已成交的拍卖粮出库占比率仅

占 30%，也就是说，东北三省一区仍约有 70%的拍卖粮尚未出库。

出库速度和去年相比较为一致，出库速度均偏慢。由于玉米最长的

出库期为 60 天，前期已成交的粮源均将陆续达到出库兑现期，出

库压力将持续积聚。进入 6月份，华北黄淮产区新麦陆续上市，部

分囤货商加快了清仓滕库、回笼资金，本地玉米上量较前期明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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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因此预计在三季度，玉米现货市场的供应压力将会逐步显现。 

伴随着临储拍卖的持续推进，以及待出库玉米的集中释放，三

季度玉米供应将偏宽松，玉米价格也将继续以临储拍卖为主导。 

 
图6、2018年国家临储存玉米竞价交易结果 

 

 

   

 

图7、2018年临储玉米拍卖成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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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 8、2018年分贷分还玉米竞价交易结果 

 
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 9、定向进口玉米竞价交易结果 

 

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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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不及预期 种植成本较去年显著提高                  

新季玉米种植面积受去年玉米收益明显高于大豆影响，农户

在玉米种植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因此早前预计，新季玉

米的种植面积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增幅。但是，在政府政策的正确

引导下，农户在选择种植品种方面更加理性，不在盲目的看当下

的利益。根据中国玉米网和大商所在黑龙江进行玉米调研的数据

显示，2018年玉米播种面积较去年只出现了较小幅度的增加。所

以，新季的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不及预期。 

种植成本方面，受去年玉米种植效率好转的影响，今年的地

租成本出现显著提高，上涨幅度根据地域情况的不同大致在 20%-

80%不等。在种子、化肥以及农药成本方面，虽然也出现上涨，但

涨幅有限。地租成本的显著提高，也直接影响了新季玉米的种植

成本的大幅上涨。 

3、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进口替代量或将下降  

2018年 6月 15日，美国政府依据 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

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其中对

约 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于 7月 6日实施，

对其余约 16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进一步征求公众意

见。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中国对美中 545项约 340亿美元商品

自 2018年 7月 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中，涉及农产品，包括小麦、

玉米高粱、大豆等相关。 

高粱是玉米能量饲料的替代品，最新公布的高粱进口数据显

示，2018年 5月中国高粱进口量为 47万吨，同比增加 59%，但较

4月相比，下降了 17万吨。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高粱在美国一

系列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名单中，势必未来进口美国高粱价格将会

出现大涨，届时高粱替代玉米优势也将完全丧失。如中美贸易商

战在未来进一步升级，将在提振玉米饲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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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猪存栏再现双降 饲料需求依旧低迷 

6月 15日，农业农村部畜牧业司公布 5月全国 400个监测县

生猪存栏，数据显示，2018年 5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2.5%，同比下降 3.9%，；生猪出栏环比下降 1.9%，同比下降 2%。

据此计算，5月份比 4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减少 80—90万头，生猪

存栏减少 600—700万头。具体来看，生猪存栏的减少量可以看作

当月仔猪出生头数的减少量，这意味着在 7个月后，即 2018年 12

月份肥猪出栏减少 600—700万头。 

在淘汰母猪方面，根据天下粮仓提供的数据显示，对山东、

河南、江西、湖南等淘汰母猪集中屠宰地区跟踪监测，4月份淘汰

母猪数量环比增长 13%，同比增长 108.6%；头均活重 139.9公

斤，环比下降 1.2%，同比下降 3.4%。母猪淘汰量大幅增加，活重

下降，表明超龄母猪基本淘汰完毕，一些养猪场户出现提前淘汰

母猪的现象。母猪淘汰数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市场

供需矛盾。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饲料产量环比出现下降，全国 3、4月份

饲料产量分别同比下降 10.14%和 12.69%。主要原因是由于下游需

求不振，生猪、能繁母猪、蛋禽、肉禽存栏同比不同程度下降，

以及畜禽产品消费市场供给格局宽松和生猪收益下降，禽类养殖

亏。由于，下游生猪饲用消费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预计短时期

生猪存栏并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上涨，因此三季度玉米的饲料需

求难有大幅改善。 

图 10、生猪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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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瑞奇期 

 

 图11、生猪养殖利润 

 

来源： wind资讯 瑞奇期货 

 

 图12、中国饲料产量分年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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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ind资讯  瑞奇期货 

5、三季度企业进入季节性检修，需求旺季将陆续启动 

截至 2018年第 25 周（6月 16日-6月 22日），据天下粮仓对

东北、山东、河北等地区的 81家淀粉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有 59

家处于开机状态（其中 27家未满负荷生产），其余 22家处于停机

状态。本周国内玉米淀粉企业玉米加工量为 681030 吨，淀粉行业

开机率为 68.78%，较上周 72.56%回落 4.42个百分点。 

三季度进入了玉米深加工企业的传统停工检修周期，最新数

据也表明由于少部分企业有检修，导致企业开工率下降，淀粉产

出量也有所减少，从去年来看，华北市场将进入季节性检修，为

淀粉市场增添利好。 

加工利润方面，一季度，受深加工补贴政策的刺激，企业利

润在 3月底达到了至今为止的全年最高点。但是，随着补贴政策

的结束，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深加工利润在二季度出现了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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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三季度是玉米深加工产品的消费旺季，一定程度可以刺

激消费，加工利润可望回升。未来的深加工利润还需要重点关注

原料端玉米的价格，以及深加工补贴政策。 

综合来看，在国内深加工企业补贴陆续停止的情况下，加工成

本也随之相应上升，加之，三季度一些淀粉企业将进行停机检修，

尤其是东北淀粉加工企业往年三季度停机数量较多。预计淀粉开工

率将进一步下降。玉米淀粉行业开工率的下调，对玉米淀粉市场将

利多。 

 图13、淀粉企业周度开机率走势 

 

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14、淀粉企业周度开机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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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15、国内部分产区玉米深加工利润对比走势图                                                    

 

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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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展望分析 

展望三季度，玉米市场供应主力军依旧是陈粮。受二季度临

储玉米出库率偏低影响，以及玉米最长出库周期为 60天规定的影

响，前期未出库玉米将在三季度集中释放，因此预计三季度玉米

供应偏宽松。在新季玉米播种方面，虽然今年玉米的播种面积较

去年有所增加，但是并不及预期。未来三季度正值新季玉米生长

的关键时期。天气因素需要重点关注，如果未来天气出现大规模

干旱则不利于玉米生长，会直接影响玉米的单产。受中美贸易战

开打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替代品的进口数量，利好国内玉

米的消费。 

消费端方面，能繁母猪存栏已经处于历史最低位。受国家环

保政策的影响以及猪肉供大于需的影响下，预计短期内玉米的饲

用消费暂难得到明显改善。因此，玉米饲料消费方面对三季度玉

米价格的影响并不会放大。玉米深加工方面，三季度是淀粉糖的

传统消费旺季，一定程度上将刺激玉米的消费。但也是淀粉企业

将的停机检修周期，因此我们认为三季度淀粉开工率或将出现下

降。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国家对玉米深加工企业出台的补贴政策以

及深加工企业的开工率和加工利润。 

综合来看，三季度玉米供应整体将呈现宽松格局，饲用消费

难现明显改善，深加工方面也面临开机率下降的可能性。但是，

三季度玉米价格受临储拍卖托底，以及运输费用可能增加等因素

影响，预计玉米价格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下游玉米深加工也将

迎来传统的消费旺季，将刺激玉米消费。加之，如果未来天气不

利于玉米生长，还将直接成为玉米价格上涨的助推器。 

我们认为三季度玉米价格走势将会呈现较为稳定的格局，窄

幅调整概率较大，如果产区天气一旦出现情况，将会直接点燃玉

米价格的上涨。因此预计三季度的 C1809价格将在弹 174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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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之间震荡。远期月 C1901合约由于天气对远月合约的影响较

大，价格区间将呈现宽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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