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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保驾护航 玉米价格底部抬升 

2017年第一季度玉米价格受国家玉米及玉米深加工和饲用

补贴政策的影响，价格呈现出底部抬升的趋势。东北取消了临储

玉米收购政策之后，玉米市场由“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一季

度玉米市场建立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给予东北深加工和饲料

企业补贴，鼓励多元入市收购，缓解农户卖粮难情况。加之，2

月中央一号文件的公布，明确提出要加快消化玉米库存，鼓励多

元体入市收购，防止出现卖粮难。一号文件的公布也有利于中长

期玉米的去库存脚步，政策的保驾护航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玉米的

价格，并在一季度玉米价格的走势中反映出来。 

一、 行情回顾 

一季度玉米价格受国家补贴政策的影响，刺激玉米下游消费

增长从而带动玉米价格的上涨。玉米期货价格呈现震荡上行的行

情，走势偏强，截至 3月 31日玉米指数为 1671元/吨，较年初

1525元/吨上涨 146元/吨，上涨幅度为 9.57%。虽然，从去年年

末至今，国内集中售粮压力以及下游消费处于传统淡季，但是利

好玉米市场的收购及下游加工补贴政策的不断出台，有效的支撑

了玉米的价格及抬升。 

 

 



瑞奇期货·玉米季报·2017.04.06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2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受一系列利好补贴政策影响，和玉米淀粉的消费整体向好，

尤其是节前效应显著，节后玉米淀粉加工企业执行前期未执行的

合同，对玉米淀粉存在刚性的需求，以及，玉米深加工企业的利

润高企影响。玉米淀粉走势强于玉米，截至 3月 31日，玉米淀

粉指数为 2026元/吨，较年初上涨 232元/吨，上涨幅度达到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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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植面积预测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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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预计影响。走势呈现区间震荡上行趋势，截至 3月 31日价格

从年初的 357.2美分/蒲式耳涨至 373.4美分/蒲式耳，涨幅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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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农业部在 3月份供需报告里将 2016/17年度巴西玉米产

量数据上调至 9150万吨，比上月预测值高出 6%。美国农业部还

将阿根廷玉米产量预测数据上调至 3750万吨，比 2月份的预测

高出 3%。这对于玉米市场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为今年全球玉米

供应可能创下历史最高水平，CBOT玉米价格一直承受压力。但是

基于以往美国农业部对南美两大玉米生产国的产量预测规律，今

年全球玉米库存规模有可能比美国农业部预测的更高。 

美国农业部(USDA)周四(3月 30日)公布的玉米出口销售报告

显示：截至 3 月 23 日当周，美国 2016-17 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

716900 吨，2017-18 年度出口净销售 125000 吨。当周，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出口装船 1402800吨。去年同期，美国 2015-16

年度玉米出口装船量为 1136000 吨，今年增加 266800 吨，涨幅

为 23.49%。去年同期美国 2015-16 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 7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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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跌幅为 9.32%;2016-17 年度出口净销售 69600 吨,今年较去

年增加 55400吨，涨幅为 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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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春节前玉米价格断崖式的下跌到节后玉米价格的持续攀

升，玉米市场的情绪也由一片看空到一致叫好。年初至今国家对

玉米的利好政策不断加码，在年后“一号文件”农业供给侧改革

的助推下以及国家提出加快玉米去库存脚步等多方利好因素影

响下，玉米价格近期走势企稳向好。加之，目前东北产区基层玉

米购销工作进入尾声，且仍有部分贸易商存在惜售心理，对玉米

价格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1、政策性暖风频吹，市场利好信心提振 

春节过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利好玉米的政策，从年初“一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玉米去库存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

一，再到东北各省玉米深加工补贴政策以及饲料企业的补贴政策

都刺激了玉米的产能提升，也稳定了玉米的市场价格。3 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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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再度加码，为支持玉米购销市场化改革实施，吉林省财政厅印

发了《吉林省饲料加工企业省财政补贴管理办法》，对省内未纳

入年产量 5万吨以上饲料企业补贴范围、年生产能力 2万吨以上

的饲料加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收购加工省内 2016 年新产玉米

每吨给予 120元补贴。 

东北饲料及深加工企业补贴政策陆续落实，政策积极鼓励国

内玉米加工企业入市采购，增加国内玉米消耗量，带动东北企业

的生产积极性，补贴政策的实施有效的稳定了市场的信心，不但

刺激了玉米消费的需求，而且加快了玉米去库存的脚步。 

当前的国内玉米市场，在政策支持力度逐渐增加和产能逐步

回升的背景下，市场信心不断提振，期、现货市场走势也均表现

为震荡偏强。   

 图5、东北三省一区出台的深加工补贴政策情况 

发布时间 涉及区域 补贴方法 

2014 年 7 月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 按 100 元/吨标准给予补贴 

2015 年 4 月 黑龙江 省财政补贴 200 元/吨 

2015 年 5 月 吉林 给予 150 元/吨的临时补贴政策 

2015 年 6 月 黑龙江 补贴标准由原来每吨补贴 200元提高到 400 元 

给予玉米每吨补贴 100 元 

2015 年 10 月 吉林 补贴标准由原来的 150 元/吨提高至 350 元/吨 

每吨给予 250 元/吨补贴 

2016 年 3 月 吉林 每吨给予 150 元/吨补贴 

2016 年 10 月 吉林 每吨给予 200 元/吨补贴 

2016 年 11 月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 

（深加工企业） 

内蒙古给予 200 元/吨的补贴 

辽宁补贴标准为 100 元/吨 

黑龙江给予 300 元/吨补贴 

吉林给予 200 元/吨补贴 

2017 年 2 月 吉林、黑龙江、辽宁 

（饲料企业） 

吉林补贴标准为 200 元/吨 

黑龙江补贴标准为 300 元/吨 

辽宁补贴标准为 100 元/吨 
 

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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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产区玉米收购近尾声 市场可流通余粮减少 

 截至 3月 29日，东北农户玉米售粮进度为 90%，同比偏慢

1%。其中黑龙江售粮进度为 94%，同比偏快 1%;吉林售粮进度为

85%，同比偏慢 3%;辽宁售粮进度为 95%，同比偏慢 1%点;内蒙古

售粮进度为 86%，同比偏慢 2%。华北地区农户售粮进度为 69%，

同比偏慢 2%。山东售粮进度为 74%，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河南

售粮进度为 70%，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河北售粮进度为 63%，同

比偏慢 5%。由于，年初玉米价格较低，导致农户惜售情绪高涨等

其他因素造成玉米产区农户售粮进度同比偏慢。从数据看来，东

北产区农户手中余粮仅剩 1 成，用粮企业仍然在积极建立库存，

普遍提价收购，市场价格依然较为坚挺。 

截至 3月 25日，东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新产玉米 9261万吨，

其中：内蒙古累计收购 1408万吨，辽宁累计收购 2010万吨，吉

林累计收购 2714万吨，黑龙江累计收购 3128万吨。从当前预估

东北三省一区玉米产量为 10260万吨，目前收购已占 88%，基层

余粮大幅度减少，贸易商囤货挺价心态不断增强。加之，3月末

吉林省饲料企业补贴政策再度加码，导致饲企以及深加工企业在

补贴政策期间，积极建库，甚至开始大幅度提价，抢收剩余粮源。

预计麦收前，玉米或仍将有一波集中卖粮小高峰。同时，政策粮

的投放预期增强（去年 4月下旬大批量轮换粮投放市场，5月底

拍卖粮正式出台），后期供应面压力不容小觑。 

3、种植结构优化 玉米面积调减  

在今年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农

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指出，2017年，我国要继续调减玉米种植

面积，在去年的基础上力争累计调减 4000万亩，意味着今年我

国玉米种植面积将调减 1000万亩左右。并明确指出将持续推进

种植结构调整，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优化供给、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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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2017年吉林省将继续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在

2016年调减 332.6万亩基础上，继续调减籽粒玉米面积 170万亩，

达到 500万亩，扩大青贮玉米、鲜食玉米种植面积；黑龙江省则

继续调减籽粒玉米面积 1000万亩，重点是黑龙江省北部所属“镰

刀弯”地区第四、第五积温带今年要确保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500

万亩以上，发展食用大豆、马铃薯等适宜作物；内蒙古方面，2016

年内蒙古东北北部及中部后山地区则力争减少玉米面积到 200万

亩，转为“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的模式；继 2016

年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236万亩后，辽宁 2017年计划再调减 100

万亩；河北方面，调减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 100万亩，累计达到

400万亩。 

玉米种植面积的调减，将有利于种植结构的优化，并带来产

量的下降，从而减轻玉米去库存的压力及加快去库存的脚步。 

4、环保力度加强 养殖结构优化 

今年一季度以来，生猪价格就一直保持着下跌的主旋律，跌

势从未停止过，改变的只是跌幅的大小。从图 7看出生猪价格从

节前的 9元/斤，一直到 3月初猪价跌破“8”元，截止 3月 31

日，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数跌至 7.74元/斤。农业部 2017年 2

月份生猪存栏数据显示，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0.5%，已经同比

下降 1.6%，已经到达 3636万头的历史最低位;生猪存栏同样环比

下降 0.2%，同比下降 1.6%，数据为 36594万头。 

从图 6中看出，能繁母猪从 2013年的 5013万头的历史最高

位，下降到目前的 3636万头，累计减少近 1432万头，下降幅度

近三成;即使最近两年来猪价处于历史最高位运营，能繁母猪依

然从去年 5月份开始，出现了连续 10个月的下降。 

能繁母猪不断刷新历史新低，其中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环保

对于生猪市场的影响远超预期。2017年是禁养区内猪场拆迁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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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限，2017 年春节过后，多省快速启动禁养区猪场拆迁行动，

部分地区的拆迁力度远远大于 2016年。虽然，目前环保力度不

断加强，但是，生猪养殖的结构却在不断地优化，一些大型企业

相继推出了“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在布局养殖方面也是快

马加鞭。虽然布局养殖的建设周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随着养

殖结构的不断优化，预计生猪存栏将回归正常水平，饲料消费也

将不断提升。                          

 图 6、生猪存栏 

 

来源：wind 瑞奇期货 

 

 图7、猪肉大宗价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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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中国年度玉米饲料消费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5、利好补贴政策力度加强 深加工企业开工率高企 

一季度以来，政府补贴和生产盈利推动我国玉米深加工企业

开机保持高位，市场供应总体充足，淀粉企业开工率从春节期间

55%左右恢复至 79%，并持续几周维持在高位。同时，近期淀粉企

业、酒精企业开机率接近饱和状态，保持在 75-80%，从图 9可以

看出 2017年第 13周淀粉企业和酒精企业开机率都出现小幅下降，

但是预期未来玉米工业需求量在国家政策的利好下将得到支撑。 

一季度玉米淀粉价格上涨主要是得益于原料玉米价格大涨

推动，深加工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伴随着原料玉米价格大幅上涨，

华北地区淀粉加工企业利润缩窄，山东地区淀粉企业理论利润由

盈转亏，淀粉产品库存累积，而酒精价格仍在下跌。目前东北地

区深加工企业补贴尚未到期，企业加工利润丰厚，开工积极性较

高，行业开机率仍处于高位，另外玉米淀粉库存量持续上升，市

场货源供应量仍较为充足，以及玉米淀粉持续提价导致成交量下

降，玉米淀粉继续上涨动力将小幅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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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淀粉企业周度开机率走势 

 

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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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市场展望分析 

   市场化后，玉米呈现出来了强者回归的态势，玉米期货人气

不断回升，持仓量近期更是高达 200多万手。年前，玉米价格下

降至低位，导致进口美国玉米的优势明显下降，国内玉米市场更

加青睐于国内新玉米，加之，CBOT玉米价格出现了上涨也一定程

度上提振了国内玉米市场的价格。一季度国内玉米及淀粉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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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受恶劣天气和物流受阻及消费低迷等影响，玉米价格

一直在底部震荡。但在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呈现出震荡上涨

底部抬升的趋势，玉米淀粉的走势由于受补贴政策及消费整体的

向好和加工利润突破近年新高等因素的影响，走势强于玉米。 

目前东北产区基层余粮所剩不多，但有由于政府补贴政策的实

施，当地深加工企业以及饲料企业在采购玉米态度上仍显得较为积

极，因此，部分持粮农户、贸易商挺价惜售心态仍存。关于国储玉

米质量方面，有些库存玉米存储期限已经超过三年,不宜再用做食

品原料或饲料产品,但可以投入工业中使用，所以，届时玉米市场

对优质玉米的需求将显著体现。预计临储拍卖前国内玉米价格易出

现小涨难大跌，其中市场粮和政策粮走势会分化，优质粮源的价格

将会呈现出坚挺态势。 

政策倾向“不打压市场”，市场也有传闻称，轮换粮出库推迟

至5月份，拍卖粮推迟至6月份，预计临储拍卖之前东北玉米价格将

保持坚挺，临储拍卖时期，玉米价格将出现分化，优质粮源的需求

将会在拍卖期间将会较为明显，届时建议用粮企业择优入库，目前

市场各主体不宜过分追涨，保持安全库存即可，卖粮方则逢高适时

出货。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玉米种植面积和天气状况及政策粮出库的

定价体系，因为下季度政策粮的价格将成为玉米市场走势的主导因

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