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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供给充足 下游消费助推价格 

 

三季度玉米市场依旧以陈粮为主旋律，临储拍卖价格支撑玉

米底部价格。价格受新季玉米减产预期及消费刚需影响，玉米价

格稳步上涨。未来四季度，新季玉米集中上市，玉米供给充裕，

玉米恐出现季节性下跌。但是，伴随着今年玉米减产预期，有效

供给的减少及种植成本的提升将会对玉米价格形成有力支撑。饲

用消费方面，如果非洲猪瘟在可控范围内，则生猪存栏有望转

暖，饲用需求会出现增加。深加工产能持续扩张将均对玉米价格

形成助推作用。 

 

一、 行情回顾 

临储拍卖依旧主导了三季度的玉米价格，并对玉米价格形成

底部支撑。三季度前期交通方面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物流

紧张推高物流运费，同时，沿海集装箱海运费上涨，令区域性玉

米供应出现偏紧的局面。后期受消费刚需以及新季东北玉米减产

预期影响，三季度玉米期货价格稳步上扬。 

 图1、DCE玉米期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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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三季度是玉米加工企业传统停工检修周期，企业整体开工

率未达 70%以上，据调查 9月份部分企业有停产减产的，整体开

工率较低。上游原料玉米价格在三季度稳步上涨，淀粉需求三

季度尚可，企业挺价心理亦较强，提振本季度部分玉米淀粉价

格。 

图 2、DCE玉米淀粉期货指数 

 

来源：文华财经  瑞奇期货 

CBOT玉米期货受中美贸易战，以及 USDA美农报告的影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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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呈现出区间震荡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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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9 月农业部供需报告显示，美国 2018/19年

度玉米种植面积预估为 8910 万英亩，8月预估为 8910万英亩；美

国 2017/18年度玉米种植面积预估为 9020万英亩；美国 2018/19

年度玉米单产预估为每英亩 181.3蒲式耳，8月预估为每英亩

178.4蒲式耳；美国 2017/18 年度玉米单产预估为每英亩 176.6蒲

式耳；美国 2016/17年度玉米实际单产为每英亩 174.6蒲式耳。  

报告利空，预计 2018/19 年度美国玉米产量为 148.27亿蒲式

耳，这也将是历史次高产量。美国玉米单产预计为创纪录的每英

亩 181.3蒲式耳。作为对比，8月份美国农业部预计美国玉米产量

为 145.86亿蒲式耳，单产为 178.4蒲式耳/英亩。 

 图4、玉米9月全球玉米供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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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瑞奇期货 

 图5、9月美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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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DA  瑞奇期货 

三、国内市场分析 

1、临储拍卖持续回暖 玉米去库存脚步加快 

17年粮源供应已寥寥无几，加之今年东北新季玉米减产预期浓

厚，引发市场看涨热潮，企业及贸易商备货积极性提升。自 8月中

上旬开始，临储拍卖成交出现持续回暖，玉米去库存的脚步加快。 

截止 9月 21 号，临储拍卖共投放 1.88 亿吨，成交 8298 万

吨，成交比率 44%，成交均价 1484 元/吨。实际出库 5780万吨，

确认出库 6900 万吨。与此相比，去年 5 月 5 日临储玉米开拍，同

期投放 21 周，累计投放量为 8213 万吨，实际成交 4819 万吨，平

均成交率 59%。具体分生产年份来看，2013 年产玉米累计投放 55

万吨，成交 55 万吨，平均成交率 100%；2014 年产玉米累计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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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9万吨，成交 4621 万吨，平均成交率 53.1%；2015年产玉米累

计投放 10037万吨，成交 3623万吨，平均成交率 36.1%。 

截至目前，临储玉米剩余库存共计 9300万吨，其中 2014年产

约占比 7%、2015 年产占比约 93%，本年度政策粮去库存成果斐然。

2018年临储玉米拍卖成交近亿吨，后期拍卖玉米陆续出库将一定程

度增加 18/19年度陈粮结转库存压力。去年临储拍卖进行至 10月 

28 日结束，市场最新传言，今年拍卖将会一直持续到 11月底。 

 

 
图6、2018年国家临储存玉米竞价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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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18年临储玉米拍卖成交结果 

 

 

 

 

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 8、2018年分贷分还玉米竞价交易结果 

 
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 9、定向进口玉米竞价交易结果 

 

来源：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江西瑞奇期货有限公司·玉米季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9 

2、玉米减产预期弱化 种植成本支撑价格               

9月 26日中国玉米网公众号公布的部分玉米产区考察结果显

示，中国玉米网 2018年辽吉线收获考察调研，内蒙古通辽地区玉

米长势较好，玉米成熟度相对偏好，预计十一前后将大面积收

获，产量持持平略增预期；辽西地区阜新、朝阳、锦州等地玉米

生长偏差，考虑到往年也是属于单产较低地区，产量持减产预

期；吉林省四平、辽源、磐石、永吉等地玉米长势尚可但不及，

且成熟度不够；公主岭、双辽成熟度相对较好，但单产不及去

年，农户反应少部分有灌溉能力地区坐水种植，多数都等雨播

种；整体看吉林玉米成熟度偏晚，预计收获将在十一期间或有延

后，若收货时成熟度较好，则不影响玉米产量形成，若成熟度不

够，或将影响玉米品质和产量。 

根据中国玉米网给出的调研数据分析，截止 9月底东北产区

玉米基本已定产，由于整体收获面积增长、生长过程相对顺利，

一些区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产量增长预期。 

虽然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较去年有所增加，但是新增的面积据

调研显示为非优质玉米产区，因此受极端天气频发影响，今年的

优质玉米供应恐较去年有所下降。加之，今年东北产区的玉米种

植成本较去年出现明显增幅，尤其是地租成本出现显著提高，整

体种植成本上涨幅度在 25%-30%。成本的抬升及减产的预期，东北

地区新玉米（水分 15%以内）开秤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提

高，达到了 1700元每吨以上，较去年同期的价格涨幅在 60—100 

元每吨之间。 

3、中美贸易战影响 进口替代量下降  

2018年 6月 15日，美国政府依据 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

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其中对

约 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于 7月 6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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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余约 16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进一步征求公众意

见。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中国对美中 545项约 340亿美元商品

自 2018年 7月 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中，涉及农产品，包括小麦、

玉米高粱、大豆等相关。 

高粱是玉米能量饲料的替代品，最新公布的高粱进口数据显

示，2018年 7月中国高粱进口量为 22万吨，同比减少 62.5%。受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高粱替代玉米优势将进一步丧失。如中美贸

易商战在未来进一步升级，将在提振玉米饲用需求。 

4、非洲瘟疫持续蔓延 饲料需求依旧低迷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8月生猪存栏比上个月减少

0.3%，比去年同期减少 2.4%。能繁母猪比上个月减少 1.1%，比去

年同期减少 4.8%。同时，非洲猪瘟疫情仍在发散，截止 9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非洲猪瘟疫情已出现 20起，分别发生于辽

宁（1例）、河南（2例）、江苏（2例）、浙江（1 例）、安徽（8

例）、黑龙江（2例）、内蒙古（3例）、吉林（1例）8省。 

目前疫情省的相邻省份为河北、山西、上海、福建、江西、

山东、湖北、陕西、宁夏、甘肃等 10个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

再加上 8个发生疫情的省份，全国共 18个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

运。养殖户补栏仍谨慎，出栏率居于高位，不利于玉米饲用消费

的增加。 

受非洲瘟疫影响，多个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国内生猪市

场供需格局发生改变。产销区猪价呈现区域化现象，北方猪价下

滑，南方供应偏紧价格稳中偏强。 

非洲猪瘟持续蔓延，无疑是给尚未恢复元气的北方市场又来

了一拳重击，市场恐慌性心理逐渐蔓延，养殖户集中抛售育肥

猪，不利于玉米终端消费，规模性饲企仍以消耗库存为主，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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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饲料、养殖企业维持随用随买格局。 

但是，四季度是生猪养殖的旺季，养殖业将迎来季节性需求

旺季，如果后期生猪疫情并未大范围爆发，则生猪存栏有望转

暖，饲用需求会出现增加。 

图 10、生猪存栏                    

 

来源：wind 瑞奇期 

 

 图11、生猪养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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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ind资讯 瑞奇期货 

 

 图12、中国饲料产量累计同比季节性分析   图13、中国饲料产量累计同比与DCE玉米价格 

 

来源： wind资讯  瑞奇期货               来源： wind资讯  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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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深加工产能持续扩张 行业开机率有望提升 

玉米工业需求相对较好，2018年玉米深加工产能预计增加近

1000万吨至 8500万吨，产能总量同比增长 12%。8月下旬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有序扩大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推广省份

将增加至 26个，未来我国玉米工业需求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截至 2018年第 38周（9月 15日-9月 21日），对东北、山

东、河北等地区的 81家淀粉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有 53家处于开

机状态（其中 22家未满负荷生产），其余 28家处于停机状态。本

周国内玉米淀粉企业玉米加工量为 697480吨，淀粉行业开机率为

69.8%，较上周 66.58%回升 3.22个百分点。 

加工利润方面，据天下粮仓跟踪，截止 9月 21日，山东地区

加工利润盈利 66.1元/吨，较上周 82.3缩小 16.2 元/吨，河北地

区利润盈利 109.9元/吨，较上周 119缩小 9.1元/吨，黑龙江地

区利润盈利 129元/吨，较上周 134缩小 5元/吨，吉林地区利润

盈利 102元/吨，较上周 102.8略缩小 0.8元/吨，虽本周国内玉

米深加工利润略有缩小，但整体依旧尚可，仍处于盈利状态。。 

综合来看，三季度淀粉企业进入传统停机检修，尤其是东北淀

粉加工企业停机数量较多，淀粉开工率不高。未来四季度预计玉米

行业开工率受利好政策好和行业产能扩张影响将会逐步提升，对原

料玉米市场将利多。 

 图14、淀粉企业周度开机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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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15、淀粉企业周度开机率走势 

 

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图16、国内部分产区玉米深加工利润对比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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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下粮仓 瑞奇期货 

四、市场展望分析 

展望四季度，玉米新粮集中上市，市场供应将主要以新粮为

主。根据中国玉米网调研情况预计，东北产区玉米大规模减产恐

难现。据传闻，临储拍卖今年将会持续至 11月底，往年 10月底

结束，因此预计四季度玉米整体供应宽松。但是，今年玉米种植

成本较去年出现明显增幅，尤其是地租费用上涨明显，总体成本

增加在 30%左右，对玉米价格起到支撑作用。进口替代品方面，受

中美贸易战开打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口数量，利好国内

玉米的消费。 

消费端方面，三季度受非洲瘟疫持续蔓延影响的影响下，生

猪存栏及能繁母猪存栏又现双降，目前能繁母猪存栏已经处于历

史最低位。但是，四季度是饲用消费的旺季，如果非洲瘟疫得到

控制，则生猪存栏有望转暖，饲用需求会出现增加，利于玉米的

下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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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深加工方面，三是淀粉企业将的停机检修周期，三季度

淀粉开工率出现下跌。未来四季度，企业开工率预期将会逐步回

升， 2018年玉米深加工产能预计增加近 1000万吨至 8500万吨，

产能总量同比增长 12%。燃料乙醇汽油的推广省份将增加至 26

个，未来我国玉米工业需求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综合来看，四季度玉米供应整体将呈现宽松格局，新玉米集

中大批量上市，玉米价格或迎来季节性下跌期。但是，种植成本

的增加，及优质粮源的供给减少将给玉米价格一个很好的支撑。

消费端，迎来饲用消费旺季，深加工产能的持续扩张也将给玉米

消费带来利好。未来四季度东北雨雪天气频发，运费承成本提

高，或将影响玉米外运，造成玉米区域性供给紧张。 

因此我们认为，玉米价格在四季度将呈现区间震荡走势，短

期来看，受季节性下跌影响，供应压力增加，价格或出现小幅下

跌。但中长期看来，供给端有效供给的减少，以及下游饲用消费

的回暖和深加工产能的扩张，玉米价格将大概率上涨。未来需要

关注阴雨天气对华北粮质的影响，东北产区玉米的产量及粮质，

以及非洲猪瘟的发展情况。建议 C1905多单继续中长线持有，

C1809逢低可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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