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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迎接新时代 新粮上市压力增  

伴随着新玉米逐步上市，玉米期货价格持续回落，现货价格

也持续稳中回落。目前新粮上市主要集中在华北，也就造成了跌

幅地域性的差异。华北地区跌幅更大，而东北产区、南北方港口

由于东北玉米尚未规模上市，跌幅相对较低。新粮的陆续上市也

标志着本年度政策粮拍卖接近尾声，后期市场将以新季玉米购销

为主。 

一、 行情回顾 

  本月随着新玉米陆续上市，9月玉米指数价格持续回落从

月初的 1450 元/吨到月底的 1385 元/吨，跌幅明显达到 4.5%。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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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月正式实施了恢复玉米深加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的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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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价格一路下挫并创下了今年的新低 1613元/吨，9月的跌幅

高达 7.78%。 

 
图 2、DCE玉米淀粉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由于美玉米库存低于预期表明，牲畜养殖场使用玉米作为饲

料的规模大于预期走势，CBOT玉米期货在本月震荡上扬，从月初

的 320美分/蒲式耳涨至 355.4美分/蒲式耳，涨幅高达 11%。 

 图3、CBOT玉米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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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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公布的玉米供需报告显示，美国 2016/17年

度玉米产量预估为 150.93亿蒲式耳，8月预估为 151.53亿蒲式

耳。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种植面积预估为 9410万英亩，8月预

估为 9410万英亩。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收割面积预估为 8660

万英亩，8月预估为 8660万英亩。2016/17年度美国玉米年末库

存预估为 23.84亿蒲式耳，8月预估为 24.09亿蒲式耳。 

2016/17全球玉米产量下调 179万吨,美国产量因单产下调而

下调 154万吨,巴西产量恢复到 8250万吨(同比+23%),同时因中

国东北部分地区的干旱情况下调中国 2016/17产量 200万吨,消

费下调 92万吨,从而将 16/17库存消费比下调至 21.80%。 

玉米全球库存消费比略微下调,但幅度变化不大。本次 USDA 

的数据调整基本符合预期,全球玉米供应充足,巴西单产的恢复

抵消了美玉米出口的需求提升,全球库存消费比仍在上升,国际

玉米价格维持弱势震荡。 

 图4、全球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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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市场分析 

1、玉米临储拍卖接近尾声 

结合去年临储玉米拍卖结束的是时间是 10月 30日，目前玉

米现货市场政策粮供应节奏稳定且接近尾声,2013 年临储玉米

“分贷分还”每周拍卖 600 万吨，现货成交率受市场供需影响

上下浮动，企业和贸易商备库意愿在政策粮持续投放的背景下，

普遍偏低。企业多以销定产，维持安全库存外极少额外备货。 

自今年 5月 27日开始的 2016年临储玉米拍卖，已经进行了

为期四个多月的拍卖。通过图 5和图 6分别可以看出，截至 9月

中旬超期玉米拍卖总成交率为 19.46%，成交均价为 1591 元/吨，

最高价和最低价分别为 2000元/吨和 1370元/吨。分贷分还玉米

拍卖自 7月 14日开始，历时 2个月，拍卖总成交比例为 17.93%，

成交均价为 1591元/吨，最高成交价以及最低成交价分别为 1770

元/吨和 1420元/吨。 

  

图5、2016年超期玉米拍卖成交结果 

 

来源： 瑞奇期货             



瑞奇期货·玉米月报·2016.10.10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5 

图 6、2016年分贷分还 2013年临储玉米交易结果 

  

 

来源：瑞奇期货 
 

2、新玉米陆续上市 价格继续承压 

目前，华北新季玉米已经由南向北陆续收割上市，河南与山

东部分地区已有新产玉米上市，辽宁地区早熟玉米少量上市，新

玉米供应压力进一步加强。从当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虽然之前主

产区玉米受到极端天气影响，今年内地产新玉米总产量预计比去

年下降 558 万吨左右，但仍然有 2.19 亿吨，处于历史高位，今

年玉米单产增加且质量较好，但开秤价普遍偏低，虽然市场主流

价格还没有形成，但价格的运行趋势基本可以确定，未来新产玉

米价格不断走低的概率很高。  

玉米市场正由陈作转向新作市场，东北及华北两大主产区新

作产量情况为关注焦重点。预计新玉米大批量上市将会集中在 10

月底 11月初，届时北方产区新季玉米将陆续迎来集中收割上市。 

3、取消临储第一年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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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家第一年实行玉米“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

制，一方面，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各类

市场主体自主进入收购；另一方面，综合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

受能力，产业链发展等因素，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   

 收储制度的改革对玉米价格的影响，在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的情况下，国内玉米价格主要依靠市场形成，价格下跌预期强烈，

价格波动幅度加大。综合分析供求关系、玉米种植成本、企业加

工效益、国内外价差等情况，改革后国内玉米市场价格将进一步

与国际接轨。以及从供求周期和长期价格走势看，2014年属于近

年来国内玉米价格的高点，随后几年将进入下行通道，库存“堰

塞湖”下泻会对粮食价格有较大冲击力。 

4、玉米种植现亏损 农户种植意向低 

根据大商所的玉米调研报告显示，今年玉米种植主要成本如

下：种子 700 元/垧；化肥 2100 元/垧—2200 元/垧，其中底肥

1500元/垧，追肥 600元—700元/垧；玄地 300元/垧；收割 900

元/垧。今年种植的玉米受前期大风影响部分出现倒伏，主要种

植的是晚熟玉米品种，成本大概为 12000 元/垧，大致预计单产

在 8 吨—9 吨/垧，综合来看今年种植玉米的农户成本价在 1330

元/吨左右，且考虑到地租及其他费用因素，今年包地种植玉米

将会产生亏损，而去年 1垧地玉米能够净挣 4000元，大约为 450

元/吨。 

今年玉米取消国储收购，农户在预期会收到每亩 70 余元的

直补和 150-170元的粮补，且玉米收割后的卖粮意愿预计将比较

强烈。今年是第一年国储收购取消，东北主产区自主对当地所产

的玉米消费能力相当有限，当下物流费用显著上升，东北价格优

势被弱化，庞大的玉米库存更加难以消化。算上每亩约 230元的



瑞奇期货·玉米月报·2016.10.10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7 

补贴，按亩产 1400斤计算，将给当前 0.42元每斤的自有地种植

生产成本带来 0.16元左右的价格下调。 

基于今年种植玉米可能会导致农户亏损，并与去年能盈利作

对比，这便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农户今年种植玉米的意向；且一般

农户都连续种玉米 3年以上，如若连种 3年玉米，然后转种大豆，

大豆产量较高。从今年目前状况来看，大豆收益好于玉米，所以

农户可能会选择转种大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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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国内生猪存栏量较 2016

年 7月份增加 0.2%，较 2015年 8月份增减-2.8%；2016年国内

能繁母猪存栏量较 2016年 7月份增减-0.6%，较 2015年 8月份

增减-3.4%。 

 图 7、能繁母猪存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8月能繁母猪环比和同比都出现了下降，母猪淘汰量大幅增

加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国家政策方面对养猪环保政策的加

严导致行业产能被迫出清，一些规模较小，环保不达标的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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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拆除，环保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现阶段很多地区猪场拆

除情况仍然在继续推进；2、养殖户淘汰老龄母猪的比例大幅上

升，今年 3 月份后由于猪肉价格出现极涨行情，让很多养殖户措

手不及，不敢轻易补栏，加之另外一些养殖户基于对明年行情的

担心，补栏积极性下降，使得 8 月份转换为能繁母猪的母猪数量

减少。 

 图8、中国玉米饲料消费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图9、猪肉大宗价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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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加工继续疲软 

深加工方面，需求减弱,东北地区酒精企业接连停机 检修，大

型淀粉企业保持正常开工，中型企业部分停产，八月中旬时淀粉行

业开工率 55%，酒精行业开工率 45%左右，玉米工业需求处于低位。 

深加工消费方面，山东企业淀粉主流报价2050-2100元/吨，环

比下跌50-80元/吨；吉林1850元/吨，环比下跌50元/吨。华北玉米

价格继续下跌，东北局部玉米零星上市，大幅低开，淀粉报价随之

下调。十月中旬过后，东北玉米上市量将放大，预计淀粉行业整体

开工率将继续提高，同时成本价格持续走弱，将带动淀粉报价继续

下行。 

四、市场展望分析 

   新粮大批量上市在即，玉米价格承压也是必然，因为大格局是

供给严重大于需求。随着新玉米不断上市，企业备货完成，市场上

玉米价格承压将出现最为明显的时期，价格也将加快下跌速度。但

是不可忽略政府对玉米价格起到的作用，为了保障农户的利益，在

玉米取消临储的第一年，必定会出台一系列利好深加工和农户补贴

的新政策，以稳定玉米市场价格安抚农户情绪减小价格波动。但是

玉米价格想要实现由市场需求决定价格走势和与国际价格接轨必

须经受住市场的考验。 

   在当前供需矛盾下，玉米难言底部，且供应压力将在11月中旬

玉米大量上市时体现更加明显，下季度大连玉米期货701合约有望

触及135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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