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调研报告调研报告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1 

 

 2015 黑龙江玉米产区调研报告黑龙江玉米产区调研报告黑龙江玉米产区调研报告黑龙江玉米产区调研报告 

 

瑞奇期货机构服务部 

2015 年 9 月 29 日 

汤青霞 

0791-86110253 

516641912@qq.com 

政策拐点已至政策拐点已至政策拐点已至政策拐点已至，，，，玉米何处是底玉米何处是底玉米何处是底玉米何处是底    

 

 

2014/15 年度临储玉米收购 8000 多万吨，玉米库存近 2 亿吨，临储政策效

用备受质疑。2015 年 3 月“两会”提及临储政策变动，至 7 月 10 日全国人大

会议正式答复“对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等品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关键

作用”，7 月 30 日发改委发文“落实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临

时收储政策，推进购销市场化，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尽快向社会释放改革信号，

合理引导农业生产和市场预期”，玉米政策的拐点出现，8 月份起，华北、东北

玉米价格、淀粉价格加速下跌。 

玉米供应压力大增，政策进入拐点时期，4 月份的瑞奇期货春季饲料原料

专题报告会上特别指出玉米即将见顶。秋收将至，瑞奇期货认为有必要对产区

进行调研，以了解农户、市场、地方政府对新政策的感受，玉米种植成本、单

产和品质，玉米饲料及深加工需求。为此 ，瑞奇期货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2015

年 9 月 26 日期间，在黑龙江地区开展为期 6 天的调研，调研对象有农户、贸

易商、加工企业、粮库、地方粮食部门，调研路线为哈尔滨-绥化-青冈-绥棱-

海伦-五大连池-孙吴-嫩江-齐齐哈尔-肇东-哈尔滨。 

一一一一、、、、比较收益高比较收益高比较收益高比较收益高，，，，玉米种植面积大玉米种植面积大玉米种植面积大玉米种植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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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黑龙江统计局信息，2015 年黑龙江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局地结构出现变

化。根据种植情况初步调查显示，2015 年黑龙江省农作物播种面积基本与上年

持平，油料等经济作物受上年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产品价格提升的影响，今年

种植面积将有所增长。粮食种植结构趋于稳定，大豆种植面积小幅下降，玉米

面积略增。 

绥化、海伦、嫩江、齐齐哈尔等地，都是著名的大豆产区，本次调研看，

大部分的大豆地已被玉米取代。 

据海伦市农调数据，海伦地区 2015 年玉米种植面积 210 万亩，2014 年为

190 万亩，增 20 万亩。大豆种植面积为 163 万亩，去年为 210 万亩，减少 47

万亩。 

齐齐哈尔地区 2015 年玉米 2000 万亩，大豆 500 万亩，水稻 500 万亩，历

史高峰期大豆有 1000 万亩。 

农户调研数据看，也是多种玉米少种大豆。绥棱县克音河乡某村，2015

年种植大豆 20 公顷，玉米 160-170 公顷，2014 年则是大豆玉米各半。 

图1、黑龙江玉米大豆面积产量 

 

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种植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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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实地取样与访谈相结合实地取样与访谈相结合实地取样与访谈相结合实地取样与访谈相结合，，，，玉米单产及品质有降玉米单产及品质有降玉米单产及品质有降玉米单产及品质有降    

本地调研采取了实地取样与相关市场主体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取样地点共

计 5 处，访谈农户、贸易商、粮库、加工企业及粮食主管部门等，汇总来看，

玉米单产及品质均有所下降。 

由于今年玉米推迟播种，至 9 月底调研期，玉米积温较正常年份低

100-200，表现在取样数据上，就是玉米瞎尖较为明显。我们在取样数据中，

对瞎尖特别大的数据进行了剔除处理后，与去年相比较，瞎尖仍大。表现在单

产上，玉米的每列粒数和总粒数下降。由于积温不足、雨水较多，玉米灌浆不

饱满和霉变现象较去年增加，与去年相比较，玉米品质有所下滑。 

黑龙江绥化市四方台镇兴安村农户表示，2014 玉米湿粮 30000 斤/公顷，

今年只有 25000 斤/公顷。黑河市西岗子镇贸易商韩姐表示，当地主要种德美

亚玉米，去年单产有 20000 多斤/公顷，今年大概 15000-16000 斤/公顷。 

表1、玉米取样数据 

 

来源：瑞奇期货调研 

三三三三、、、、玉米价格及种植收益玉米价格及种植收益玉米价格及种植收益玉米价格及种植收益 

从农户调研中了解到，今年湿玉米价格普遍较去年下调 0.1 元左右，大部

分地区湿玉米价格在 0.6-0.65 元/斤，折标准水分玉米价格 0.75-0.814 元/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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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30 元/吨。 

绥化市玉米种植总成本约 12320 元 /公顷，每公顷单产为 25000 斤湿玉米，

单价 0.6 元/斤，可获生产收益 15000 斤，扣除成本后净利润为 2680 元/公顷，

而大豆的种植利润仅有 737 元/公顷。 

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玉米种植成本为 12495 元/公顷，单产为 14175 斤，

标准粮价为 1 元/斤的临储玉米价，生产收益为 14175 元/公顷，玉米净利润为

1680 元/公顷，大豆种植利润则为负值，每公顷赔 2475 元。 

表2、绥化市玉米种植成本收益 

 

来源：瑞奇期货调研 

表3、齐齐哈尔玉米种植成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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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瑞奇期货调研 

 

四四四四、、、、玉米饲料及深加工需求减弱玉米饲料及深加工需求减弱玉米饲料及深加工需求减弱玉米饲料及深加工需求减弱 

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公司调研中了解到，当地玉米饲料需求下降 30%。180

家重点跟踪企业监测显示：2015 年 1-8 月，饲料总产量 1295.1 万吨，同比下

降 4.5%。其中，配合饲料 1099.3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3.8%；浓缩饲料 139.2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9.6%；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56.6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4.1%。  

分品种看，2015 年 1-8 月份，猪饲料产量 473.4 万吨，同比下降 14.5%；

蛋禽饲料 226.3 万吨，同比增长 0.9%；肉禽饲料 371.1 万吨，同比增加 13.5%；

水产饲料 126.7 万吨，同比下降 18.4%；反刍饲料 80.9 万吨，同比增长 1.1%；

其他饲料 16.6 万吨，同比增长 2.5%。 

龙凤玉米公司年加工玉米 120 万吨，年产玉米淀粉 83 万吨，是大型玉米

深加工企业。玉米深加工企业的淀粉加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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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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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 月份开始，玉米淀粉价格从 2900 元/吨快速跌至 2200 元/吨，加工淀

粉亏损严重。玉米酒精加工也是亏损的，仅有味精是盈利的，这也是在味精行

业产能收缩连续 7-8 年亏损后才等来的。 

山东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玉米深加工地区，调研时山东地区玉米价格为 1.03

元/斤（2060 元/吨），如果黑龙江玉米要与山东竞争，价格要较山东低 300 元/

吨，也就是黑龙江玉米价格要到 1760 元/吨。截至 9 月 29 日，山东玉米价格

已跌至 1800-1900 元/吨，黑龙江玉米要体现竞争力，价格要到 1500-1600 元/

吨。 

五五五五、、、、市场对临储玉米政策的反响市场对临储玉米政策的反响市场对临储玉米政策的反响市场对临储玉米政策的反响，，，，较为悲观较为悲观较为悲观较为悲观 

2015 年临储玉米政策拐点已至，综合分析看，玉米政策变化很大。1 地区

差价取消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玉米价格都为 2000 元/吨；2、价格

2220 元/吨降至 2000 元/吨，相当于降到 2012 年价格，3、黑龙江省下周启动

收购工作会议；4、临储玉米收购生霉率控制在 2%以内，去年临储玉米收购在

后期将生霉率放宽到了 5%，今年超过 2%生霉率玉米由省级政府负责消化，但

地方应不会与国家政策方向抗衡，同时地方财政压力大，应该不会启动收购超

标玉米。5、具体库点认定资格特别严，等额资产抵押，所收粮价值与资产等

值，仓储利用率下降。 

2014 年玉米收购，大部分进临储，库存高，拍卖调拨不多。近期玉米价格

下跌，企业宁愿损失保证金也不要拍卖粮。老粮出不去，新粮无法收购，民营

库收购库容又大打折扣。近两年霉变率大幅增加，可能是种子的问题，比如德

美亚早熟生长期短，霉变率高，烘干焦糊率高。这些玉米如果无法进入临储库

存，而进入市场消化，价格肯定要较往年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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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5 年玉米价格拐头早 

 

来源：中国畜牧站 

图3、临储玉米收购 

 

来源： 国家粮食局 

图4、临储玉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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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家粮食局 

六六六六、、、、新形势下的玉米期货特点及应用新形势下的玉米期货特点及应用新形势下的玉米期货特点及应用新形势下的玉米期货特点及应用 

自 2012 年开始，玉米种植效益明显高于大豆，玉米对大豆的替代种植开

始攀升，尤其是在黑龙江北部及内蒙地区。这些地区积温不足的问题突出，一

般玉米品种不宜种植，德美亚等玉米品种适时而出。通过调研了解到，这些玉

米最好的出路就是作为临储玉米收入国库，市场本身并不太接纳。据了解德美

亚等寒冷地区的玉米，由于粘性大，收获期水分高，往往霉变高，不适合作为

饲料玉米。 

2015 年国家从严规定临储玉米收购，这就使得相当部分的玉米是不能够进

入临储阵营的。玉米期货允许 2%-4%霉变率的玉米贴水 50 元/吨交割，临储政

策的变化，将使得临储玉米价和不能收进国库的玉米价差扩大，以当前市场接

受度推算，市场价与临储价差可能达到 300-500 元/吨，市场玉米价可能

1500-1700 元/吨。由于标准粮与霉变超标的市场粮的价差扩大远远超过 50 元/

吨，玉米期货交割将对霉变超标玉米充满吸引力，这就使得玉米期货交割标的

物从标准粮切换至霉变超标玉米，而这部分玉米，是不为南方饲料企业所接受

的。 

2014 年 12 月实际启动玉米收购，今年收购政策有望提前执行，参考政策

从严和贷款归还，预计 11 月底至 12 月初有一波玉米供应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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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到玉米期货的操作上，由于玉米交割标

的物可能的变化，不宜抄底。以政策及库存和供应形势看，当前适宜持有空头

头寸，以对冲价格下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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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现货价格下跌的时间周期和空间，均未到达最终的状态，玉米现货价

格上涨周期的出现，也许还有 2-3 年的时间。饲料企业的现货玉米采购，在保

持看空思维下制定具体的采购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