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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储玉米正式开启 政策“泄库”把握时机 

本月临储玉米拍卖正式开启，去库存进度加快。“分贷分还” 

国家临储玉米竞价销售交易公告在本月公布，公告一出便激起了

千层浪，让原本只能依赖超期玉米拍卖的玉米市场终于有了新的

亮点。本月临储拍卖一共举办了 4次，可以看出政策去库存态度

鲜明，把握住了 8月份大部分新季玉米上市之前的“泄库”最后

时机。 

一一一一、、、、    行情回顾行情回顾行情回顾行情回顾    

7 月玉米行情一路下滑，受南方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影响，

养殖业受到一定损失，导致玉米的需求降低，以及临储玉米开启

拍卖，玉米供需得到缓解和美盘玉米一路下挫等因素的影响，最

终导致本月玉米期货指数的走势一跌到底。从 7月月初的最高价

格 1593 元/吨跌至本月最低 1466 元/吨，跌幅达到近 8%。值得注

意的是 1466 元/吨不仅是本月的最低价格，也创下了 2016 年至

今为止的年度最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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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受玉米期货一路下挫的影响，玉米淀粉的走势比起玉米指数

的走势跌幅甚至更大，并连同玉米指数一并创下了今年到目前为

止的新低。玉米淀粉期货从本月的最高点 2081 元/吨跌到 1806

元/吨，跌幅高达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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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报

告及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走势也如同国内玉米期货的走势一般，

一路下行创下目前为止的 2016 年新低。价格从月初的 372.8 美

分/蒲式耳跌至 333.2 美分/蒲式耳，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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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BOT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二二二二、、、、国际市场分析及国际市场出口前景国际市场分析及国际市场出口前景国际市场分析及国际市场出口前景国际市场分析及国际市场出口前景            

美国农业部 7月公布的玉米供需报告显示，2015/16 年度美

国玉米期末库存为 4318 万吨，比上月调低 178 万吨；其中美国

新季玉米期末库存接近市场预期范围的低端为 5286 万吨。 

2016/17 年度美国玉米产量预计为 3683 万吨，比市场平均预

期值高 381 万吨。本月美国玉米 2016/17 年度玉米单产的预估与

上月持平为每英亩 168 蒲式耳。 

本月美国农业部出人意料地调低了美国陈季玉米供应预估

值，原因是恶劣的天气造成了巴西玉米的减产。由于美国农业部

将 2015/16 年度巴西玉米产量调低到 7000 万吨，低于 6月份预

测的 7750 万吨，导致美国农业部将美国陈季玉米出口预估值调

高了 190 万吨，新季玉米出口预测值调高了 364 万吨。  

 图4、全球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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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瑞奇期货 

三三三三、、、、国内市场分析国内市场分析国内市场分析国内市场分析    

1111、、、、临储拍卖正式开启临储拍卖正式开启临储拍卖正式开启临储拍卖正式开启    政策泄库马不停蹄政策泄库马不停蹄政策泄库马不停蹄政策泄库马不停蹄        

本月 14 日，2013 年临储玉米拍卖千呼万唤始出来，或许是

因为超期玉米的拍卖成交率进一步下降至 1%以下的缘故，其中首

批“分贷分还”共计投放了 400 万吨 2013 年产玉米，第一次临

储玉米拍卖的成交率为 39.08%,成交均价 1606 元/吨。本次玉米

拍卖的成交率并不差，成交价格也尽如人意，主要是由于 2013

年产玉米正是市场上较为紧缺的好粮源，以及市场上对优质粮源

的需求一直都存在。但是通过图 5也可以看出本月临储玉米的拍

卖成交额在不断的下降，价格也一路低走，主要是因为临储玉米

的投放量在不断加大，而市场的需求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目前玉米拍卖一周三拍，实现无缝对接。一方面缓解了市场

上对优质粮源的需求，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国家缓解

庞大的玉米库存压力，以及赶在新玉米上市之前最大限度的缓解

玉米库存。国家到底有多迫切去库存？值得关注的是，交易规定

此次“分贷分还”不同于之前的超期玉米拍卖条件，玉米贸易商

也可以参与“分贷分还”的拍卖，可见国家正在马不停蹄的加快

去库存速度和增加投放量。 



瑞奇期货·玉米季报·2016.08.01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5

图5、2016年7月临储玉米拍卖成交情况 

 

来源： 瑞奇期货 

 

2222、、、、南方新玉米南方新玉米南方新玉米南方新玉米    已悄然上市已悄然上市已悄然上市已悄然上市    

本月下旬以来，正当大部分人都聚焦在临储拍卖的同时，南

方新季玉米已经悄然上市。7 月下旬南方信新季玉米开始零星上

市，从目前上市的情况来看，上市地区主要还是集中在湖北、安

徽等地。虽然今年湖北孝感等地新季玉米品相较好，其中个别报

价 1600-1650 元/吨，但这并不是新季玉米的主流趋势。今年入

夏以来，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接连遭到暴雨灾害的侵袭，玉米

生长难免受到影响，这也不禁让人对玉米收获后品质的担忧。 

南方春玉米上市预示着我国新陈玉米的接轨也正式开始，不

过虽然新玉米上市已然开始，但以往年数据来看南方的新玉米供

应多为短期。例如，湖北玉米一般只可供应市场 15 天左右。虽

然供应量不大周期也不长，但是可以缓解市场上对优质玉米的部

分需求。 

所以，综上所述南方新季玉米的零星上市，无论从品质上还

是数量上来看，目前均不足以对当前国内市场构成明显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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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    

农业部 2016 年 6 月份生猪存栏数据显示，6 月份生猪存栏，

较 5月份的 37372 万头增长 0.7%，已经达到 37633 万头，连续 4

个月出现上升，且上升的速度加快；能繁母猪存栏继 5月份逆市

下滑 0.3%后，本月停止了跌势，与上月持平，保持在 3760 万头。 

图 6、能繁母猪存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洪涝灾害。自 7月 13 日

开始，我国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遭遇新一轮强降雨，湖北、

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地防汛压力进一步加大。受灾

地区生猪出栏占全国出栏比重超 60%，对全国生猪出栏量影响明

显。汛情在短期内将影响生猪运输；中期来看，不断加重的汛情

可能淹没猪场，中断生产，并可能在迁移中出现损失。同时，长

期降雨不利于饲料的生产和保存。 

洪涝灾害中，大量动物因灾死亡，随着气候转暖，动物尸体

腐烂，容易造成瘟疫,可能发生猪链球菌病对生猪灾后的养殖生

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能造成生猪感染瘟疫降低存活率；以

及母猪生育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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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猪肉大宗价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图8、中国年度玉米饲料消费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4444、、、、猪肉进口大幅度增加猪肉进口大幅度增加猪肉进口大幅度增加猪肉进口大幅度增加    

6月猪肉进口19.4万吨，符合前期预测在18-20万吨区间内，

环比增长 19%，同比暴增 229%，1-6 月共进口 76.5 万吨，同比增

长 138%，6 月猪肉进口量再创新高。 

国内猪价价格节节攀升，经济下行及行业产能过剩因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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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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 7月进口依旧持续高位，全年进口超过 120 万吨，如考虑杂

碎的情况，全年进口有望突破 200 万吨。 

进口猪肉数额的不断攀升也给国内生猪市场造成一定压力，

且进口猪肉的价格与国产猪肉的价格差额巨大。一般，进口猪完

税价格在 15.8-16.0 元/公斤，而国内 6月平均生猪价格 20.12

元/公斤。由于进口肉对国内猪价冲击不断加大，导致目前国内

一些猪肉企业做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他们把从国外进口

的猪六分体在国内进行去骨后，当成国内的冷鲜肉贩卖给顾客，

一般用肉眼非常难判断国产连肉和进口冷鲜肉的区别。由此可见，

进口猪肉的价格对国产猪肉价格有一定的低价指引作用，并且对

猪肉价格上涨造成一定的压力。 

图9、中国猪肉月度进口数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5555、、、、深加工深加工深加工深加工““““旺季不旺旺季不旺旺季不旺旺季不旺””””    

深加工方面，虽然目前正处于往年正常月份的旺季，因为入

夏之后，下游冷饮、啤酒等消费会有所增加从而提振淀粉的需求。 

但是受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强降雨笼罩四川、江西、湖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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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等地，长江流域干支流的防汛压力依然不小，受高强度的暴雨

影响，玉米淀粉下游的刚性需求受到严重的冲击，其中制糖、啤

酒、食品影响最大，导致市场供需状况的失衡。 

洪灾导致了玉米淀粉需求依旧欠佳，深加工企业走货缓慢，库

存增加。目前，东北与华北地区淀粉主流报价在2250-2300元/吨，

区域间价差已不明显。而且多数企业高报低走，部分淀粉企业已经

重回亏损区间，甚至近期国内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也出现限产停产。 

图10、淀粉糖产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三三三三、、、、市场市场市场市场展望展望展望展望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国内正当入伏天，可是当下的国内玉米市场却和炎热的天气

相反，不仅丝毫感受不到火热甚至是冷清。在玉米供应上，一方

面，伴随着临储玉米拍卖正式开启，国家不仅加快了泄库存的速

度而且增加了玉米拍卖的投放量，令玉米价格承压。另一方面南

方新玉米已经开始零星上市，增加了市场看空预期。 

在玉米需求方面，洪涝灾害导致了下游需求疲软，从洪水冲

毁了猪舍，使得生猪饲料的需求减少，到饮料、啤酒的消费量的

下降，都导致了对玉米购销的热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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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方新季玉米吹响上市的号角，此轮国家“控盘”主导

下的玉米价格上涨潮终将退去，近一周的下跌可以看做是轮换玉

米与前期现货市场价格的接轨。虽然，玉米供应在增加，而下游

需求在降低。但是，短期内玉米市场对 2014、2015 年产玉米的

供应依旧紧缺，而市场上对优 质玉米的需求也依旧存在。所以，

市场上优质玉米的价格将会对玉米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加

之受到洪涝的影响，此次新玉米的品品质应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 

期货方面玉米持续调整了 2个多月，主力合约 1701 最低跌

至 1453 元/吨，远低于现货价格，也低于预期的玉米价格。市场

通过调整，已经在化解抛储等利空因素，所以玉米期货价格下降

的空间要小于上升的空间。 

综合来看，我们对玉米的价格不应该过分看空，短期内玉米

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玉米操作策略，警惕调整风险，观望

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