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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玉米即将上市 压力逐渐加大  

本月玉米种植户期盼已久的玉米中央补贴政策终于出台，首

批玉米生产者补贴下发 300亿，这也是史上最高单项补贴。对于

深加工方面，自 9月 1 日起恢复玉米深加工出口退税至 13%，也

将进一步利好于玉米深加工。 

8月玉米现货市场出现了一波上涨行情，尤其以山东地区的

深加工玉米收购价格接连上涨，涨幅大都超过 100元/吨，部分

优质玉米已经重回“1 元”时代。现货玉米此番涨幅如此之大，

也更加的表明了玉米需求启动后，阶段性的粮源出现了紧缺，尤

其是市场上对优质粮源的需求更加迫切。随着时间点的推移，新

玉米集中上市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届时将缓解市场上对优质粮源

的需求，但市场上的供应压力也将逐渐明显。 

 

一、 行情回顾 

  本月玉米期货走势却没有出现现货市场上的上涨行情，玉

米期货指数当月走势以震荡调整为主。主要集中在 1451-1481

元/吨之间窄幅震荡调整。8月玉米指数价格从月初的 1450元/

吨到月底的 1461元/吨，涨幅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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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虽然本月出台了恢复玉米深加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的政策，有

利于刺激玉米深加工产品的出口，但是短期内对玉米淀粉走势的

影响却并不大。本月玉米淀粉指数价格创下了今年的新低 1774

元/吨，8月的跌幅为 2.4%。 

 
图 2、DCE玉米淀粉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CBOT玉米期货受美国农业部公布的良好的玉米生长优良率

报告及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走势一路下行刷新了上月创下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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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新低点。价格从月初的 340美分/蒲式耳跌至 322.6美分/蒲的

式耳，跌幅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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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农业部 8月公布的玉米供需报告显示，美国 2016/17年

度玉米种植面积预估为 9410万英亩，与上月预估持平。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收割面积预估为 8070万英亩，与 7月预估持平。

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单产预估为每英亩 175.1 蒲式耳，7月预

估为每英亩 168蒲式耳。2015/16年玉米单产预估为 168.4蒲式

耳。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产量预估为 151.53 亿蒲式耳，上月

预估 145.4亿蒲式耳；2015/16年度玉米产量预估为 136.01亿蒲

式耳。美国玉米 2016/17 年度玉米出口预估为 21.75 亿蒲式耳，

7月预估为 20.5亿蒲式耳。2016/17年度美国玉米年末库存预估

为 24.09亿蒲式耳，7 月预估为 20.81亿蒲式耳。2015/16年度

美国玉米年末库存预估为 17.06亿蒲式耳。 

阿根廷 2016/17年度玉米产量预估为 3650 万吨，7月预估为

3400 万吨。阿根廷 2015/16 年度玉米产量预为 2800 万吨。阿根

廷 2016/17 年度玉米出口预估为 2400 万吨，7 月预估为 2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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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阿根廷 2015/16 年度出口预计为 1850 万吨。中国 2016/17

年度玉米产量预估为 2.18 亿吨，7月预估为 2.18 亿吨。 

 图4、全球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三、国内市场分析 

1、新玉米即将上市 优质需求将会缓解 

目前距离新玉米集中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新季玉米上市的

时间为 9月下旬、10月上旬。本月已经有部分南方地区的新玉米

零星上市，但由于并非玉米主产区，所以上市量并不是很大也仅

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环节周边地区的供应压力。市场上对优质玉

米的需求在今年 5月份左右就出现了短缺，而且市场上行对优质

玉米的需求热情从未减弱。 

从目前市场上对优质粮源的需求程度来看，新季玉米上市初

期，市场上对新玉米采购应该不会冷清，并有可能短期内抬高市

场价格，从而给期价在新玉米上市后短期内带来一定幅度提振。

但是随着后期一些下游企业经过补货完成短期的备库后，市场将

会迎来最大供应期，而此阶段也是玉米期价压力最大的时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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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下游企业完成备库，市场上对优质玉米的需求也随之降低，

届时玉米的供应压力应该较为明显。 

2、玉米拍卖回暖 成交量增加 

当前玉米现货市场还是以政策粮供应为主,包括定向拍卖、

临储拍卖以及国储轮换。8 月上旬以来的玉米价格季节性反弹范

围逐步扩大，临储玉米拍卖也呈现回暖态势，临储玉米拍卖成交

率低位回升。上月的超期玉米成交率低至 0.7%左右，而本月超期

玉米的成交率回升至 7.45%。一方面反映出当前国内市场余粮不

足的特征，以及市场上对优质粮源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东北地

区随着轮换粮逐渐出库及消耗，依赖政策性玉米拍卖的企业也有

所增加。 

截至 8 月 18 日，今年以来政策性拍卖玉米(不考虑邀标)累

计成交 1398 万吨，其中东北地区成交 746 万吨，跨省移库玉米

成交 644万吨，进口玉米成交 7.5万吨，但相对于 2.4亿吨左右

的庞大库存压力，后期临储玉米“泻库”任重道远，因此虽然临

储玉米拍卖略有回升迹象，但难以摆脱低位徘徊的整体格局。  

 图5、2016年8月玉米拍卖成交结果 

 

来源：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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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 

农业部本月数据显示，2016年 7月份 4000 个监测点生猪存

栏量比 2016年 6月份增减-0.1%、比 2015年 7月份同期增减-2.4%；

2016年 7月份 4000个监测点能繁母猪存栏量比 2016年 6月份增

减-0.2%、比 2015年 7 月份同期增减-3.2%。 

 

 图 6、能繁母猪存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其中，生猪总存栏环比下降 0.1%，而 6月为上升 0.7%，表

明生猪供应恢复迟缓。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0.2%，而上月为持

平，主要原因有：第一，受到南方汛期导致母猪淘汰增多；第二，

因猪价从 6 月份开始冲高回落，二元母猪补栏积极性有所下滑。 

7月份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数据同时出现下降，表明生

猪生产自然恢复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导致恢复被打断，而这个因

素正是厄尔尼若现象导致北半球多雨天气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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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中国年度玉米饲料消费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4、内外价差在缩小 猪肉进口终减量  

据海关总署 8月最新数据显示，7月我国猪肉(含猪杂碎)进

口量为 18.34万吨，环比减少 1万吨，这是今年首次出现环比下

降的情况。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共进口猪肉 19.4 万吨，符合环

比增长 19%，同比暴增 229%。据统计，前 7月累计进口猪肉(含

猪杂碎)达 94.57万吨，同期增长 149.4%。 

国内猪价价格节节攀升，经济下行及行业产能过剩因素，终

端食品加工企业产品调价难度大，食品企业进口猪肉意愿高涨，

但是 7月份的猪肉进口量却首次出现了环比下降。 

对于今年以来猪肉进口量首次出现的环比下降，原因大致有

以下三点：首先，进口猪肉的价格上涨，性价比降低，去年由于

国内外猪肉价格产生价差较大，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国内食品

企业对进口猪肉的需求量较大，但这一举动也炒高了进口猪肉的

价格。其次，国内猪肉价格的下跌，6月份国内生猪价格开始暴

跌，7月份开始走稳，但也处于逐步下跌的过程。受生猪价格和

消费影响，猪肉价格从 6月中旬开始下跌，8月中旬有所回升。

最后，我国 7月份属于猪肉消费淡季，猪肉滞销。在口感方面进

口猪肉一般以冷冻肉的形式进来，而我国多食热鲜肉为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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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受消费者欢迎。虽然猪肉进口量出现首次环比下降，但仍然

处于高位。 

 图8、中国猪肉月度进口数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图9、猪肉大宗价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5、深加工迎来政策利好 

深加工方面， 本月财政部发布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

年9月1日起，将玉米淀粉、酒精等玉米深加工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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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恢复至13%，加之之前DDGS的“双反”政策风险，将利好玉米

深加工产品需求好转。若淀粉出口退税政策实施之后，玉米淀粉出

口价格将下降200元/吨左右，在国际玉米价格低迷的背景下，玉米

淀粉出口竞争力将得到加强，出口预期加大也将加快玉米去库存节

奏，并且有利于重燃玉米加工业者的市场激情。 

但是短期内在双政策的驱动下，对玉米淀粉来说并不是利好。

因为，对于淀粉来说，9月是玉米淀粉的消费旺季，但目前淀粉开

机率下滑，库存消耗加快，导致玉米淀粉价格有所回升;加之临近

月末，淀粉企业一般约定月末签单走货，决定下月的价格，会一定

程度压低价格以促成交，所以政策发布后短期内将对玉米淀粉价格

进一步压制，因此短期内对淀粉价格利空。关于长期内的影响，还

要密切关注退税政策是否一直执行，如果能坚持执行，长期来看，

对淀粉是利多的。 

通过图10中国玉米淀粉近年来的出口量走势图来看，国内出口

玉米淀粉的数量并不大，金额也不多，并且两者都有进一步下降的

趋势，这也就说明我国对玉米加工业出口的依存度并不高，甚至非

常低。由于受国际玉米价格低廉的打压，我国玉米深加工产品出口

优势并不大。 

所以，深加工出口退税政策恢复对于增加淀粉出口数量具有一

定积极意义，但对其价格利空及玉米市场价格影响有限，更多的是

国家对玉米去库存的一种体现，不管是玉米价格，还是淀粉价格长

期来看决定其市场走势的仍将回归其自身供需基本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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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中国玉米淀粉出口量                                                    

 

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三、市场展望分析 

8月的玉米现货市场出现的阶段性反弹在合理范围内，虽然局

部地区重回“1元时代”，但是并不代表玉米的价格已经出现反转。

因为，玉米现货市场上涨只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上涨，并不能代表

整体的玉米市场；并且我国的玉米市场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距

离新玉米的批量上市还需半个月左右，而政策粮的品质又不能完全

满足市场上对优质粮的需求，所以也就造成了玉米分区域性的阶段

性上涨。 

玉米深加工方面虽然在本月迎来了利好出口的政策，但对其价

格利空及玉米市场价格影响有限，更多的是国家对玉米去库存的一

种体现，不管是玉米价格，还是淀粉价格长期来看决定其市场走势

的仍将回归其自身供需基本面情况。 

综合来看，玉米市场整体仍将呈现偏弱运行态势，短期内弱势

格局将暂难以改变。值得关注的是临储玉米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去

库存，届时新玉米将会成为市场上的主要粮源。目前市场上对优质

玉米的需求还是很迫切，这也就给玉米底部的价格形成了一定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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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新玉米的批量上市将会满足市场上对优质粮源的需求，所以未

来需关注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新玉米的收割情况、产量、天气以及批

量上情况等一些影响新玉米上市的其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