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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反复权衡，预期玉米震荡 
 

 
4 月大宗商品期货狂欢盛宴，玉米期货 1701 合约 4月涨幅近

6%，现货方面玉米大连港的价格从 1890 最高涨到 1910。东北临

储结束，基层余粮基本售罄，华北余粮剩余不多，供应受限，后

期粮源将以政策粮投放为主。 

玉米即将进入播种黄金期，但政策仍反复权衡测试，未如初

期预计价格改革一步到位接轨市场。关于玉米市场化改革政策，

就目标价格及补贴力度，落地时间长于预期，目标价格及补贴额

度迟迟未能出台。最初传闻玉米目标价格与进口玉米到港成本持

平，加上补贴后农户玉米销售收入可接近 2000 元/吨，即补贴接

近 500-600 元/吨。政策反复权衡，近期发布政策认可玉米补贴

每亩不低于 100 元。 

收储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矛盾点，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粮食

局联合发文要求收购增量且推迟收购结束时间，而中储粮吉林分

公司则公告称提前 5天至 4月 25 日结束收购工作。 

与国内不断将玉米收入库相反，国内优质粮源的流通不足，

进口玉米及其替代品 DDGS3 月进口放量。据海关总署数据，2016

年 3 月玉米进口 58 万吨，较 2月环比增 52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

53万吨。2016年 3月份进口37.3万吨玉米酒糟粕(DDGS)，较 2016

年 2 月份增 19.2 万吨，环比增幅 106%，同比增幅 53%。收储了

国内，还额外补贴了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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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本月玉米期货市场受大宗商品金融浪潮的影响，玉米期货主

力合约1701价格4月涨幅近6%，从底部1407元/吨最高涨到1592

元/吨。较其他农产品的涨幅力度，玉米走势相对平稳。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受期货走势利好，玉米淀粉走势先对玉米期货涨幅力度而言

更大，玉米淀粉主力合约 4月的涨幅达到近 10%，突破前期的高

点，站稳 2100 元/吨以上。3月以来深加工企业策略降低淀粉库

存，以及产区小麦价格明显上升和夏季是玉米淀粉的消费传统旺

季等众多利好因素共同推动下，国内玉米淀粉期货涨势瞩目。 

图2、DCE玉米淀粉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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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CBOT 玉米期货受玉米出口需求的异常强劲和美豆强力回升

的影响，价格一路上扬，玉米主力合约 07 暴力反弹突破前期高

点，站上 400 美分/蒲式耳，摆脱了前期的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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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供需报告，美国 2015/16 年度植面积预估为

8800 万英亩，较 3月预估持平。 

根据 3 月 31 日公布的谷物库存报告预计 15/16 年美国饲用

谷物期末库存玉米将会上调。玉米饲用和调整用量预计下调 5000

万蒲式耳，用于加工乙醇的玉米使用量预计上调 2500 万蒲式耳。

预计玉米期末库存上调 2500 万蒲式耳。 

阿根廷玉米出口量上调 200 万吨，欧盟和俄罗斯出口量均上

调 30 万吨，欧盟玉米进口量下调 100 万吨，主要由于进口授权

步伐放缓，国内小麦价格具有竞争力，支持更多国内小麦饲用。

中国高粱进口量下调，玉米饲用量上调，小麦饲用量下调，主要

由于中国国内玉米市场价格低廉。 

全球数据方面，4月美国农业部月度报告上调2015/16年度全球

玉米产量266万吨至97213万吨，上调消费量302万吨至9708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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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库存上调194万吨至20891万吨，存消比21.58%，依然处于历史

的高位。主要出口国美国、巴西、阿根廷玉米产量均处于历史高位，

而消费相对不景气，累积了较高的库存，美国玉米期末库存达到

4729万吨。  

 图4、全球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图5、美国玉米产消及存消比 

 

来源：USDA  瑞奇期货 
 

三、国内市场分析 

1、玉米临储政策预计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长达九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预计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

也是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这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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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轨，优化农产品市场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 

今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

“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从 2014 年开始中国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玉米种植面积最多的国家，这是在国内供需已经

失衡情况下发生。2015年中国玉米种植面积为3712万公顷。15/16

年度玉米产量刷新历史新高，达 2.246 亿吨。 

从出口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主产国，且累积了超高

的库存，但近年来出口量极少，甚至由于内外玉米价格严重倒挂，

虽然国内库存高居不下，但仍出现进口，且数量大幅增加。 

关于种植方面，在产区的农民玉米种植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

改变的前提下国内玉米市场的新增产量和进口量，抛储量及玉米

替代品的竞争压力均会比较大，这也有可能导致国内玉米会向进

口玉米成本靠拢。 

2、去库存，减产量 

截至 4 月 25 日，东北临储收购累积达到 12340 万吨，5日增

量为 442 万吨。2015 年 10 月陈玉米库存 1.5 亿吨，加上新年度

收购的 1.23 亿吨，玉米累积库存超过 2.7 亿吨。 

安全保管这些玉米每年需要支付的资金利息和仓储费已成

为财政的一个巨大的包袱。面对如此庞大的库存，对财政的消耗

使得降库存成为经济可选项。 

预计展望期前两年玉米出口量在 200 万吨左右，而进口量在

25 万吨左右。面对庞大的库存除了去库存，还需要减产量。《中

国农业发展报告（2015-2025）》预计十三五及未来 10 年，中国

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先减后增，2016 年将出现二十年来首次面积

调减。预计 2016 年玉米种植面积、产量分别为 3695 瓦公顷和

21517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3.1%和 4.2%；“十三五”期间玉米种

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度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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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变玉米产业供需现状的途径预测 

改变玉米产业供需现状的可能途径上，可能内外兼修。对外

发展玉米加工贸易并出口，降低玉米库存。 

对内国家把农产品补贴的钱砍掉一半，然后利用这部分的钱

用给农民买农业保险，保护种植收益。调整种植结构，缩小种植

大豆和种植玉米之间的收益差距，让产区农户更有意愿去种植大

豆，从而降低玉米种植面积。提升农业种植效率，降低种植成本，

优化产出。 

4、饲料终端对玉米库存的消化能力 

4 月份国内生猪价格持续涨势，4月 1日均价 19.87 元/公斤，

4月 29 日均价 20.32 元/公斤，上涨 2.26%。农业部数据显示，3

月份国内生猪存栏量较 2 月份小幅度增加，能繁母猪存栏量与 2

月相同。 

整体来看，国内生猪存栏量以及能繁母猪存栏量依旧位于底

部，国内生猪市场供应依旧偏紧且短期内难以恢复高位，生猪市

场收购难度不减，同时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助推仔猪、母猪价格持

续走高，补栏成本大幅增加。生猪存量不足，支撑养殖户挺价惜

售，屠宰场与养殖户之前博弈加剧，生猪价格整体高位震荡前行，

生猪养殖利润丰厚。 

图6、能繁母猪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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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6 年 3 月份 4000 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

息显示，3月份国内生猪存栏量小幅上涨，较 2月份增加 0.9%，

较 2015 年 3 月份同期增减-4.0%；2016 年 3 月份国内能繁母猪存

栏量与 2 月份相同，较 2015 年 3 月份增减-6.3%。 

图7、猪肉价格走势 

 

来源： 海关总署 瑞奇期货 
 
图8、猪肉进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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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国内猪肉价格高位运行，进口猪肉有了价格吸引力，进口猪

肉放量增长。2016 年 3 月份中国进口猪肉 114689 吨，较 2015 年

同期增加 116.8%；2016 年 1-3 月中国累计进口猪肉 286089 吨，

较 2015 年同期增加 90.3%。2016 年 3 月份中国出口猪肉 3842 吨，

较 2015 年同期增减-44.7%；2016 年 1-3 月中国累计出口猪肉

11080 吨，较 2015 年同期增减-44.5%。 

5、深加工增量缓解巨额库存 

就地加工转化是消化库存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手段。

玉米深加产品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玉米淀粉的产量和消费量。玉

米淀粉行业产能急剧扩张，下游消费增长缓慢。玉米淀粉在 2001

年产量为 500 万吨，2011 年就已突破 2000 万吨，近年来产量更

是持续处于高位。与玉米淀粉加工产能急剧扩张对比明显的是，

下游消费短期却增长缓慢，致使玉米淀粉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

局面，行业长期位于盈亏平衡点附近，短期困境难转变。关于玉

米淀粉的政策方面，深加工补贴迟迟未出。 

淀粉糖替代量持续增长，未来弹性空间有限。由于目前淀粉

糖和白砂糖的价差不断扩大，淀粉糖的消费替代性有望继续增长。

以较大的终端消费饮料企业可口可乐为例，其饮料配方 75%淀粉

糖、25%白砂糖更改为 95%淀粉糖、5%白砂糖，相信随着价差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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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扩大，替代量仍有望继续增加，但可能增长的弹性将有所缩小，

继续增长的空间有限。酒精行业普遍亏损，低迷局面难扭转。 

图9、淀粉出口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图10、淀粉糖产量 

 

来源： wind  瑞奇期货 
三、市场展望分析 

玉米现货市场，依然在等待临储玉米泄库存。相较于前期市

场对玉米目标价格与进口玉米价格接轨，政策的反复权衡使得市

场对于玉米政策的变革决心略有迟疑，大连玉米现货价格短期内

从最低 1820 元/吨反弹至 1910 元/吨。在保护农民利益与价格市

场化的过程中，似乎天平稍稍朝着保护农民利益的方向倾斜，然

而过高的库存对财政的消耗过大，玉米降库存势在必行，而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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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可能在略高于前期预估的 1200-1400 元/吨。 

4 月以来，期货市场大放异彩，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属于价值

洼地的大宗商品，成货币超发背景下资金流入的重要阵地，大宗

商品演绎集体大涨行情，成交放量，吸引市场极大的关注。工业

品先行，农产品随之跟上。玉米期货价格除了对玉米临储政策预

期调整的反应，大宗商品期货金融化程度提升也带动了玉米期价。

大宗商品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了资金青睐，使其成为部分资金的

蓄水池。基本可以确认玉米期货主力 1701 合约 1400 元/吨的价格

就是底部，后期随着玉米降库存的进行以及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

特点，玉米期货价格可能进入震荡行情，但以逢低做多策略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