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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起，玉米回归 

摘要：1、供应端压力大：国内玉米连续丰收，产量增加，连

年超过稻谷成为全国第一大主粮品种； 2014年末的进口玉米转基

因调查结束，玉米进口重启扩张之势；国内经过连续多年的收储之

后，玉米库存高企；高粱、大麦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替代品进口激

增。 

2、消费端：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数量持续下滑，饲料端的消

费增速不及预期；玉米淀粉市场化运行，先于玉米下跌，深加工产

业链利润难为继，玉米淀粉等下游产业开工率保持低迷；大麦、高

粱比价优势替代玉米进入饲料消费领域。 

3、政策端：从3月两会开始进入政策调整吹风期， 9月国家粮

食局会议确定下调玉米临储收购价格；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度

出击，农业迈向去库存时代，三大主粮定调为小麦供需平衡、稻谷

略有盈余、玉米供过于求。 

一一一一、、、、行情行情行情行情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2015年玉米市场剧烈波动，玉米期货指数高点2535，低点1788，

上下幅度达到30%，一改自09年以来的强势格局，步入弱势周期。 

第一阶段：1月至3月初，玉米仍在临储收购期，大量收购过后

市场流通粮源短期不足支撑玉米价格，玉米期货保持强势。 

第二阶段：3月中旬-10月，政策风起，大供应、高库存、消费

弱的玉米，进入漫漫熊途。尤其是在华北玉米率先上市后，玉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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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价格跳水，期现共振。 

第三阶段：10月中旬-12月底，玉米临储价格下调，靴子落地。

由于收储规定的条件与市场品质明显偏差，以保护农民、保护东北

大粮仓的角度出发，期待政策朝着好的预期方向发展，玉米价格反

弹。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2014年末上市的玉米淀粉期货，作为期货市场新成员，玉米淀粉期货自

上市起就紧密与现货市场互动，发挥着价格发现功能，并快速扩大市场容量，

有利于现货行业进行风险管理 。 

第一阶段：上市起至3月，玉米淀粉震荡上行，指数最高攀升至3083。

主要来自节日的消费需求以及玉米价格的支持。 

第二阶段：3月底至10月下旬，来自玉米的政策利空及供应利空情绪释

放，玉米淀粉价格在7月以后，现货与期货市场共振跳水。 

第三阶段：10月下旬至12月底，预期有向好政策出台，玉米淀粉企稳回

升。启动玉米临储收购，华北玉米和东北玉米价格回暖，带动玉米淀粉价格

反弹。但玉米淀粉作为玉米库存吸收的主渠道，以及来自政策对深加工企业

的补贴，玉米淀粉反弹压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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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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6月中旬震荡下行，因市场预期全球及美玉

米供应均处于过剩格局。6月中旬起，美玉米2季度销售数据较为强

劲，美玉米价格快速走高至450美分，于低点蹿升100点。但7月中

旬以来，新作年度玉米产量前景愈发清晰，来自新作年度的供应压

力再度占据上风，美玉米回落至6月低点附近一线。9月以来，美玉

米进入震荡之势，在供应压力及美玉米消费走强之间寻求平衡。 

图3、CBOT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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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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数据统计，2014/15年度全球玉米产

量庞大，达到创记录的9.9亿吨左右，全球玉米连续多年产量增加，

累积了庞大的供应压力，在2015年逐步体现出来，尽管2015/16年

度全球玉米产量下降。 

2014/15年度全球玉米消费低于产量，进入2015/16年度预估数

据，5-10月报告中均显示消费强于产量。2015年11月报告以后，消

费数据下调，低于产量数据。 

2015/16年度，库存是玉米市场的重要词。至 2015年12月报告，

全球玉米期末库存上调至21185万吨，存消比提升至21.84%，为2001

年8月以来的新高，而2000年以来的均值为16.12%，10年均值为

15.81%。 

图4、全球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主要出口国方面，美国、巴西、阿根廷产量均处于历史高位，消费与产

量之间均有较大缺口。尤其是美元的升值，而南美带来较大的影响，南美国

家出口换汇及价格方面均有优势。巴西货币近一年差不多贬值50%，为巴西

大豆和玉米出口带来价格优势。 

阿根廷12月份宣布取消玉米和小麦出口关税，以抑制阿根廷国内过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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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种植，提升玉米和小麦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阿根廷汇率方面也是波动

巨大，近期大幅度贬值，阿根廷玉米、大豆的出口竞争力提升。 

图5、美国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图6、巴西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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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阿根廷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除了玉米出口，2015年全球市场上，高粱大麦的出口亦非常活跃。美国

高粱价格常年低于玉米价格，但2014年以来，美国高粱价格基本高于玉米价

格，高出幅度为20%以上。与高粱类似，大麦出口也相当活跃，主要是来自

中国的购买力，提升了全球市场的高粱大麦。 

高粱大麦对玉米的替代，源自价格上的优势。如果玉米价格仍保持高位

运行，对主要生产国的高粱大麦出口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推动主要生产

国扩大新作年度高粱大麦的产量。 

图8、美国高粱玉米比价                                          单位：美元/吨 

 

来源： USDA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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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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市场玉米市场玉米市场玉米市场供应供应供应供应充足充足充足充足    

国内玉米市场供应充足，主要表现在供给端的玉米产量、进口

补充、库存和替代品进口，均处于历史高位。 

1.11.11.11.1    玉米玉米玉米玉米产量产量产量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再创历史新高再创历史新高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玉米产量自2004年连续12年增加，2015年全国玉米产量

22458万吨，2003年全国玉米产量为11583万吨，累计增94%，年均

增速达到5.7%,在国内三大主粮中，稳居增速第一。 

其中作为中国大粮仓的东北地区，玉米产量增速尤其快。以黑

龙江为例，2003年黑龙江玉米产量为830万吨，2010年突破2000万

吨至2300万吨，突破3000万吨只用了3年时间，至2013年黑龙江玉

米产量达到3200万吨。 

东北作为产区，与玉米消费区域不重合，地区性的供过于求与

全国玉米产量迅速提升一起，地区的增量累积，终需合适的渠道消

化。 

图9、中国玉米种植面积与产量 

 
来源： 国家统计局 瑞奇期货 

1.21.21.21.2    玉米进口玉米进口玉米进口玉米进口放量放量放量放量    

2014年全年进口玉米260万吨，2015年截至11月累计进口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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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万吨，上年同期累计进口200万吨，同比增260万吨。距离2012

年520万吨的进口记录略有差距。 

2014年末，对美国进口玉米进行的转基因调查，导致国内一度

进口收缩。2015年国内玉米进口再度放量，单月最高达到110万吨。 

图10、玉米进口量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1.31.31.31.3    玉米高玉米高玉米高玉米高库存库存库存库存        

相关部门统计，截至12月20日，东北临储玉米收购量累计达到

4262万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占比分别为56%、23%、4%、

17%，周度入库进度保持500万吨以上水平。当前东北地区临储收购

力度较大，截至目前，收购量已经接近上年度总收购量的一半，未

来几周收购量仍将持续较大。 

截至12月25日当期，收购临储玉米550.51万吨，累计收购

4812.45万吨。其中，黑龙江累计收购2600万吨。 

2012/13年度至2014/15年度，全国累计收购临储玉米2亿吨。

2014年国内重启玉米拍卖，据了解，2014年度玉米拍卖成交2600万

吨，2015年度不足400万吨。拍卖过后，临储玉米库存仍有1.7亿吨，

加上2015年至12月25日的收购量，临储玉米库存超过2亿吨。与国

内一年产消量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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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部积温不足，由于玉米的经济效益导致生产带北移，

但生产的玉米品质不佳，相当部分难于进入猪料领域。玉米结构方

面带来的问题，解决途径或加入补贴，或进入深加工领域。 

图11、临储玉米收购量 

 

来源： 国家粮食局 瑞奇期货 

1.41.41.41.4    高粱大麦进口高粱大麦进口高粱大麦进口高粱大麦进口    

2014年12月-2015年3月，国内玉米价格高企，进口大麦、高粱

较玉米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国内大麦、高粱进口量迅速增加。 

2015年截至11月，累计进口大麦1027万吨，而上年全年进口量

541万吨。截至11月，累计进口高粱984万吨，上年全年进口量为577

万吨。高粱大麦的进口增量，全年进口将较上年至少高出900万吨。 

图12、高粱、大麦价格走势 

  
 

来源：天下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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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高粱进口量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图14、大麦进口量 

 

来源：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2222、、、、玉米消费玉米消费玉米消费玉米消费市场驱动力不足市场驱动力不足市场驱动力不足市场驱动力不足    

玉米消费领域主要为饲料、深加工，其中饲料消费量约70%，

深加工消费约25%。国内主要饲料为猪料，生猪市场存量不足，玉

米市场难有动力。深加工环节，玉米淀粉生产亏损，生化领域受制

原油市场波动，表现不佳。  

2.12.12.12.1    生猪市场生猪市场生猪市场生猪市场存量下降存量下降存量下降存量下降，，，，饲料亮点少饲料亮点少饲料亮点少饲料亮点少    

生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处于低位，自2015年2月起，生

猪存栏连续10个月低于4亿头，月均村栏量38919万头，上年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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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4万头，降幅为10%。 

2015年自4月起，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低于4000万头，并呈持续

下滑，月均3944万头，上年均值为4590万头，平均降幅为14%。至

11月，存栏为3825万头。能繁母猪数量的下滑，意味着2016年的市

场，存量都难提升。 

图15、年度肉猪出栏头数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图16、生猪存栏数量与能繁母猪数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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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配合饲料产量累计为12918万吨，2014年11月和12月配

合饲料产量分别为1375万吨、1379万吨。2015年截至10月累计配合

饲料产量为10491万吨，同比增328万吨。 

2014年混合饲料产量为5569万吨，2014年11月和12月混合饲料

产量分别为608万吨、606万吨。2015年截至10月配合饲料产量累计

为4401万吨，同比增48万吨。 

表1、饲料产量 

年度 配合饲料 同比增幅 混合饲料 同比增幅 

2009 年 6710   3712   

2010 年 8316 23.93% 4469 20.39% 

2011 年 10103 21.49% 5149 15.22% 

2012 年 11790 16.70% 5806 12.76% 

2013 年 11857 0.57% 5104 -12.09% 

2014 年 12918 8.95% 5569 9.11% 

2015 年 10491 截至 10 月数据 4402 截至 10 月数据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与国内生猪存量下滑的同时，猪肉进口呈现增长势头，2015年

截至11月，进口量累计为68万吨，2014年全年进口量54万吨。从猪

粮比计算，也就是为国内进口了约400万吨粮食。近年来，大型企

业走出去，兼并海外生猪企业，也为猪肉进口打下基础。 

图17、猪肉进口量                                                   单位：万吨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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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深加工市场利润与玉米市场紧密关联深加工市场利润与玉米市场紧密关联深加工市场利润与玉米市场紧密关联深加工市场利润与玉米市场紧密关联    

2014年，玉米淀粉产能达到3100万吨，而产量仅有1500万吨，

产能利用率为55%，产能处于过剩状态，也意味着玉米淀粉价格

具有非常大的弹性。 

2015年7月以来，玉米淀粉价格率先开启下跌之势，淀粉加

工亏损350元/吨左右，多数企业从8月份开始出现停机减产，包

括中粮、益海、鹏程生化等，多呈现停产或停机近半的状况。 

2015年上半年，由于玉米价格的高企，玉米淀粉加工企业普

遍亏损，以致黑龙江临储玉米拍卖，政府需要补贴深加工企业。

吉林地区由于之前没有补贴，大型深加工企业举步维艰，部分企

业倒闭。2015年11月，吉林也出台相关措施，鼓励深加工企业拍

卖临储玉米并进行补贴350元/吨，政府补贴基本涵盖了东北和山

东地区玉米淀粉该有的地域差价。 

玉米淀粉有相当部分用于制作淀粉糖，2015年白糖市场表现

较好，但淀粉糖市场并未跟进。淀粉糖和白糖的折算率为干物质

为71%，糖度90%，也就是说，淀粉与白糖合理比价为64%。以白

糖5300元/吨计算，玉米淀粉可达3350元/吨，这与现货差价达到

1000元/吨。但是淀粉对白糖的替代，仍需工艺改造，以可口可

乐为代表的公司，在淀粉糖应用方面走在前列。 

图18、玉米淀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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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图19、玉米淀粉压榨开机率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2.3 2.3 2.3 2.3 替代品数量与总量齐升替代品数量与总量齐升替代品数量与总量齐升替代品数量与总量齐升    

玉米替代品不仅高粱大麦，2015年豆粕价格与玉米价格相比较

有优势，猪料中豆粕添加比提高，替代玉米用量。以全价猪料为例，

一般豆粕比例为19.5%-20%，2015年最高提升至22%，这也与国内生

猪存量下降但豆粕用量提升呼应。DDGS进口量截至2015年11月为

640万吨，上年同期为538万吨，2014年全年为541万吨，DDGS增量

100万吨以上，也增加了对玉米的替代量。高粱大麦的进口增量，

全年进口将较上年至少高出900万吨。这些产品以价格优势，在消

费领域对玉米进行替代。 

3333、、、、玉米市场政策风起玉米市场政策风起玉米市场政策风起玉米市场政策风起    

玉米市场政策风起，从3月开始，从缓吹到劲吹，再回到暖风，

然后至12月去库存寒风又至。政策的变动，从财政压力、产业链理

顺价格压力、环保压力和农户收益角度出发，确实到了改革的时点。 

3.13.13.13.1财政压力财政压力财政压力财政压力大大大大    

近年来粮食库存高企，对中央财政消耗大，据估算，自临储政

策执行起，国家在库存上消耗的财力，足够购买一年半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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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下滑，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速下滑，财政压力加大。人力

成本高企，也需要解放农村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4

月份财政部指出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

进口。中国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

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

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图20、中央财政收入累计同比                                                  

 

来源：财政部 瑞奇期货 

3.23.23.23.2产业链压力产业链压力产业链压力产业链压力    

生猪养殖多年亏损，猪粮比价长期低于盈亏平衡点。生猪市场

在2015年之前持续低迷的时间远超预期。这也导致当前生猪存量难

提升。 

深加工企业利润状况不佳，玉米淀粉加工企业长期亏损，以致

大型都纷纷降低开机率。玉米深加工主要的集中地山东长期亏损，

主要在于玉米原料和玉米淀粉市场价格的难于理顺。 

图21、玉米产业利润长期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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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下粮仓 

3.33.33.33.3    环境压力环境压力环境压力环境压力大大大大，，，，非优势区逐步退出玉米生产非优势区逐步退出玉米生产非优势区逐步退出玉米生产非优势区逐步退出玉米生产    

去库存从工业端延伸至农业端，要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合理配置资源，调整优化结构，提高发展质量。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注重生态友好持续发展。生产生态协调的

区域结构、用地养地结合的耕作制度。2016年要全力完成“镰刀弯”

地区玉米调减任务，力争调减1000万亩以上。同时，探索耕地轮作

休耕制度试点，推进马铃薯主食开发。 

3.43.43.43.4    探索探索探索探索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农民收益农民收益农民收益农民收益，，，，又要顺应市场发展又要顺应市场发展又要顺应市场发展又要顺应市场发展    

临储政策的出台，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

然而自2012年起，农民种植玉米的净利润下滑。现有政策在运转了

10多年后，面临着农产品价格高而农民种植净利润未能同步增长的

尴尬局面。 

从发改委对2015年临储玉米价格的调整思路看，虽然企业要求

价格一步到位，而农民要求今年不要调低价格，最终选择了取中，

黑龙江调低220元/吨至2000元，吉林、辽宁和内蒙与黑龙江一价。

既要保护农户利益，又要顺应市场需求。预计未来政策调整也将按

照此思路，即在顺应市场的基础上保护农民收益。 

图22、玉米种植成本与收益、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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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瑞奇期货 

 

四四四四、、、、总结展望总结展望总结展望总结展望    

三大主粮中，小麦基本平衡，稻谷略有盈余，玉米供给过剩，

去库存压力最大。从2015年的三大主粮市场走势看，也印证了玉米

供给过剩。 

去库存从工业端蔓延至农业口，2015年12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任务是要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要

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结构合理的农产品有效供

给。而玉米市场的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的匹配度，仍有较大的调整空

间。 

截至2015年12月25日，临储玉米库存超过2亿吨，基本上达到

了玉米市场一年的产消量。玉米消费主力生猪市场持续低迷，深加

工企业对品质玉米品质需求不高，成为玉米去库存的主要渠道。 

WTO在农产品出口补贴方面所做的努力，展示了未来的农产品

进口市场，市场力量主导更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差价，将对

进口持续有吸引力。 

2015年国家从严规定临储玉米收购，霉变率要求在2%以内，这

与生猪饲料的主流需求一致，也表明国家在玉米的供给结构上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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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即玉米市场，品质的好坏将成为价格的一个分水岭，而期货市

场，也以其交割品质是否满足优劣品种的转换，而指向相应的供应

结构。 

2016年的玉米市场，预计在去库存压力、调减2016年临储玉米

收购价格的预期、饲料消费难于有效提升的大前提下，保持熊市特

点。而在时空结构上看，2016年的3-4月份，玉米市场有春耕售粮、

储备轮出和临储政策收购即将结束三大压力，是较为确定的利空因

素和季节时点，饲料企业和相关投资者保持空头思路，现货采购宜

以熊市待之再制定具体采购策略，玉米期货价格运行区间，大致在

1500-1950元/吨。 

至于玉米淀粉，成为去库存的主渠道，上有来自政策补贴，下

有快速出货供应市场压力，玉米淀粉的利空程度，将大于玉米期货

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