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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米”下锅，玉米价格趋好 

本月玉米近期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跌，国内临储玉米拍卖热

度减退以及新季小麦替代预期的三重影响下，国内玉米期货市场

率先表现出下跌走势，国内企业玉米收购价也纷纷出现略跌态

势，但是距离新季玉米上市还有将近 2个月的时间，跨省移库玉

米拍卖暂时还无法满足接新前的供应缺口，而且后期转向东北采

购政策粮面临更大的交易成本，因此短期内华北玉米和东北玉米

价格预计保持高位稳定。 

一、 行情回顾 

在美玉米大幅度下跌的影响下，玉米期货主力合约 1701 价

格 6月出现了宽幅的波动，从月初的 1614元/吨最高涨到 1680

元/吨；而月末玉米期价又跌至 1581 元/吨。较其他农产品的涨

幅力度，玉米的波动幅度较大。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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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受玉米涨幅波动的影响，玉米淀粉走势也在一个区间内震

荡，主力合约 6月涨幅不明显。月末主力合约期货价格为 1991

元/吨。玉米淀粉对原材料品质要求较高，而市场上优质粮源虽

然得以缓解，但还是无法满足市场上对优质玉米的需求，所以也

对玉米淀粉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 

图2、DCE玉米淀粉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CBOT 玉米期货受天气状况良好因素，外加出口

需求降低，以及期货盈利盘的离去，和美农季度

报告的一些利空数据的影响下，CBOT 玉米主力

合约在 6 月出现了暴跌。从最高点 444.0 美分/

蒲式跌至 369.0 美分/蒲式耳，最高跌幅达到

16.8%。 

 图3、CBOT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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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市场分析及国际市场出口前景   

美国农业部本月 30日公布的季度报告显示，美国 2016 年玉

米种植面积预估为 9414.8万英亩，市场此前的预估为 9289.6 万

英亩。3月预估为 9360.1万英亩。2015 年实际种植面积为 8799.9

万英亩。美国 2016 年玉米收割面积预估为 8655万英亩，2015 年

实际收割面积为 8074.9万英亩。种植面积的提高，是自 1944 年

以来第三高水平。预测收割面积为 8660 万英亩，年比增加 7%，

是自 1933 年以来第三高水平。这些数据都较之前的预测有所提

高，对玉米期货存在利空因素， 

对 CBOT玉米期货价格打压的还有 USDA公布的美国玉米出口

净销售，报告显示于 6 月 23 日当周止，美国 2015-16 年度玉米

出口净销售 468500 吨，较之前一周下降 46%,较此前四周均值减

少 59%. 

在库存方面，也并不如预期的一样，USDA公布美国 6 月 1日

当季玉米库存为 47.22亿蒲式耳，而市场预估为 45.28亿蒲式耳，

上年同期为 44.53 亿蒲式耳。数据还显示，6 月 1 日当季美国玉

米农场内库存为 24.71亿蒲式耳，上年同期为 22.75亿蒲式耳，

农场外库存为 22.51 亿蒲式耳，上年同期为 21.78亿蒲式耳。 

综合美国农业部对玉米给出的季度报告，玉米种植面积和预

测的收割面积均年比增长了 7%，季度库存也年比增长 6%均高于

平均预期，所以 USDA公布的玉米季度报告整体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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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全球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图5、2016年历次玉米拍卖成交情况 

 

来源： 瑞奇期货 

 

三、国内市场分析 

1、玉米拍卖增量，但价格走高  

国储超期玉米本月仍在如火如荼的拍卖，至今为止一

共进行了五次拍卖。对市场供应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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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玉米成交价格未随投放增加下跌，价格表现较为坚挺。 

从图 5中可以看出最近五次玉米拍卖，总体成交不错，

拍卖价格稳步上涨，成交均价从第一次的 1537 元/吨，至

第五次均价攀升至 1650 元/吨。其中，第一次临储拍卖即

表现出了较预期强劲的势头。第一次拍卖在 5月 27日举办，

计划销售玉米 201.3 万吨，实际成交 88.9 万吨，成交率

44.03%,成交均价 1537元/吨，超出了市场预期，年初市场

普遍传言定向销售价格在 1200-1400元/吨。从成交结果来

看其中还有多出溢价成交，这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市场对

此次拍卖价格的认可。 

 

2、拍卖降温，消费理性 

从图 5 中可以发现第四次和第五次领出玉米成交率有

所下滑，但价格仍稳步上升，表明随着价格的上涨，下游

对粮源的需求也趋于理性，但玉米市场的价格势头已经进

入较为偏强的期间。今年入夏以来，国内玉米的现货粮源

就逐步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粮源少，并且余量的质

量也较差。大都数质量差的余粮，无法满足饲料企业和玉

米淀粉加工厂的需求。 

从第一次拍卖开始，至今玉米现货价格出现了大幅上

涨，毫无疑问也促使淀粉企业的元气原料采购成本的增加，

不少饲料厂家也纷纷表示无法接受如此高价的收购，家还

是那个之前企业储备有一定周期的库存，厂家近期的收购

意图也在逐步降低，大多数不愿意继续跟高报价。近期不

少饲料厂家处于停止收购的状态，处于观望状态，参与拍

卖的激情也逐步降低，恢复理性，随买随用模式居多。还

有一些饲料厂家选择了利用廉价的小麦和国产大麦以及低

价进口的高粱代替玉米，也不愿继续提升收购玉米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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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因素需兼顾，玉米金融属性提升 

今年 4 月以来，大宗农产品市场行情一场火爆，包括

豆粕、棉花、白糖等品种，小麦由于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价格依然坚挺，而玉米处于相对的低位。 

不难发现大宗商品市场行情的点燃，与货币因素不无

关系。2016 年 1-5月累计新增信贷 6.15万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6%。资金大量寻求安全边际较好的资源，而农产品

作为季产年销的产品，在货币因素的背景下，表现出了易

涨难跌的特点。 

 

4、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6 年 5 月份国内生猪存栏量较 4

月份增加 0.4%，同比 2014 年 5 月份同期增减-2.9%，约为

3.74亿头；2016年 5月份国内能繁母猪存栏量较 4 月份增

减-0.3%，同比 2015 年 5 月份同期增减-3.6%，约为 3760

万头。 

 图 6、能繁母猪存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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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5月生猪存栏数据来看，生猪产能恢复缓慢，主要由于

能繁母猪存栏处于低位，短期内养殖户出栏意愿较强，猪源相

对宽松，屠宰企业持续压价，猪价或继续下跌，养殖户补栏理

性，预计短期生猪恢复平稳，但是伴随着猪价的下跌，市场养

殖户开始联合抗价，出现惜售情况，导致屠宰企业采购难度增

加，开始提价收猪，生猪供应或再次趋紧，猪价企稳回暖的概

率还是相对较大的。有数据显示，今年 2/3 季度小猪料需求良

好，四季度以后大猪饲料将逐步增加，这对玉米需求的恢复是

一个较长的过程。 

 图7、猪肉大宗价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图8、猪肉进口数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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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猪肉进口量为 16.35 万吨，环比增长 37.86%，同比暴涨

202%，1-5 月进口 56 万吨，前五月进口已经超过 2014 年全年进

口量。 

从整体上讲，进口猪肉占国内猪肉产量比重依然不高，比如今

年第一季度国内猪肉产量为 1466万吨，同期猪肉进口数量为 28.6

万吨，所占比重没有超 过 2%。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猪肉进口

集中且数量大的话，那就可能会影响生猪市场的走势，比如 5月

份猪肉进口同比暴增 202%，或多或少对 6 月以来猪价的 下滑起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随着国内猪价的持续上涨，而猪肉加工产品价格相对

稳定，企业承受巨大的成本压力，大型肉制品加工企业纷纷加大

猪肉进口比例来降低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预计 6月猪肉进口有

望再创新高，达到 18万吨，2016年全年进口有望达到 120 万吨。 

 

 

 图9、玉米淀粉出口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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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加工旺季需求稳定 

深加工方面，目前面临季节性需求回暖，淀粉需求迎来年度旺

季，据淀粉厂透露，6月淀粉价格被整体看好，7月订单要好于6月，

价格仍存 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从开机率来看，近几期开工率维

持上涨趋势，周度玉米加工量达37万吨，并且近期库存处于低位，

面临需求转暖，开工率有进一步增强的可能，对玉米需求形成较好

的提振，当然按照目前玉米出口数量，若供应跟不上需求，市场极

易出现供应缺口。就目前市场情况整体而言，下游需求端相对而言

较为稳定，短期来看更多的变数多表现在供应端，其中当前拍卖节

奏是市场价格运行轨迹的主旋律。截止目前定向拍卖已有段时间，

下游库存及需求已得到基本满足，后期市场提价抢粮现象或将趋

缓，尤其近期小麦价格的极速下跌令玉米价格承受不小的下跌压

力。 

 图10、淀粉糖产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三、市场展望分析 

近期玉米拍卖市场的降温和成交率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最近一

次拍卖投放了质量较好的2013，14年产玉米，且全部成交。近期成

交量的下降并不代表市场需求就减少了，这个数字依然是市场粮源

供应缺口的表现。造成成交减少的直接原因就两个，一，投放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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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二，时间安排紧凑。现在玉米本身就处于需要大量去库存

的背景下，拍卖会连续两周共投放玉米近900万吨，这相当于能满

足全国半个多月的玉米需求，而且这些玉米的质量并不能完全满足

所有加工企业的用粮标准，特别是玉米消费占大头的，像淀粉以及

猪饲料生产企业基本上。 

虽然近日公布的美农数据利空玉米，并且我过玉米市场的高库

存然是制约玉米价格上涨高度的重要因素。但是玉米价格涨跌的因

素并不仅仅是这些因素，因为价格的波动，往往来自预期的变动，

有货币超发下资金寻求安全边际较好的农产品发力、周边农产品的

性价比关系带动作用、生猪市场的存栏提升，提振玉米市场。值得

关注的还有天气因素，现在正处于玉米生长的敏感期，所以玉米市

场并不是一致趋于利空，所以对待玉米价格与市场，需保持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