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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 

稻谷价格环比上涨。江西、湖南、黑龙江等主产省最低收购价执

行预案启动，稻谷价格环比上涨。12 月份，早籼稻收购均价每斤 1.18

元，环比涨 0.9%，同比跌 9.9%；晚籼稻 1.28 元，环比涨 2.4%，同比

跌 7.2%；粳稻 1.43 元，环比涨 1.4%，同比跌 5.9%。 

玉米价格继续上涨。随着市场供应量增加，12 月中下旬玉米价格

开始高位下跌，但全月均价仍高于上月。12 月份，产区批发均价每斤

0.94 元，环比涨 1.9%，同比涨 12.7%。其中，东北产区 0.90 元，环

比涨 2.1%，同比涨 11.7%；华北黄淮产区 0.98 元，环比涨 1.9%，同

比涨 12.6%。销区批发均价每斤 1.03 元，环比涨 2.1%，同比涨 9.1%。 

大豆价格持续下跌。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市场预期未来进口大豆

供给增加，贸易商谨慎收购，国产大豆价格继续偏弱运行。12 月份，

黑龙江国产油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1.67 元，环比跌 0.9%，同比跌

1.6%；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1.78 元，环比跌 1.6%，

同比跌 1.7%；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 2.01 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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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内稻米价格全线上涨，国际米价止跌反弹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指全国晚籼米（标一）批发均价，国际价格指泰国曼谷（25%含碎率）大米到岸

税后价格，2010 年 1 月份以来的美元汇率按当月银行基准价均价计算。 

【走势】水稻主产省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范围逐步

扩大，国内稻谷价格全线上涨。预计近期稻谷价格仍将在最低

收购价附近徘徊。随着春节消费高峰的到来，国内米价也将企

稳；国际米价止跌反弹，在新增海外订单出现前，以小幅震荡

为主。 

【详情】 

（一）国内稻谷价格全线上涨。黑龙江、湖南、江西等主

产省陆续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内稻谷价格全线上涨。

12 月份，早籼稻收购均价每斤 1.18 元，环比涨 0.9%，同比跌

9.9%；晚籼稻 1.28 元，环比涨 2.4%，同比跌 7.2%；粳稻 1.43

一、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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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环比涨 1.4%，同比跌 5.9%。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

计，截至 12 月 20 日，主产区累计收购中晚籼稻 2707 万吨，

同比增加 33 万吨；粳稻 2902 万吨，同比减 269 万吨。 

（二）国内大米价格止跌反弹。元旦将至，消费小高峰来

临，经销商提前备货拉动国内米价小幅反弹。12 月份，早籼

米批发均价每斤 1.91 元，环比涨 1.6%，同比跌 1.5%；晚籼米

2.03 元，环比涨 0.5%，同比跌 3.8%；粳米 2.04 元，环比涨

2.0%，同比跌 12.1%。 

（三）国际米价小幅反弹。12 月份，国际大米价格（曼

谷离岸价，25%含碎率，下同）每吨 393 美元，环比涨 0.5%，

同比持平。圣诞节前市场交易清淡，国际米价技术性反弹。 

（四）国际大米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价差继续扩大。12

月份，配额内 1%关税下泰国大米到岸税后价每斤 1.69 元，比

国内晚籼米批发价每斤低 0.34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01 元；

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35 元，比国内低 0.68 元，低 33.5%。 

（五）1-11 月累计，我国稻米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据

海关统计，11 月份我国进口稻米 30.49 万吨，环比增 19.2%，

同比减 3.0%；出口稻米 24.90 万吨，环比增 33.4%，同比增

67.1%。1-11 月累计，进口稻米 280.06 万吨，同比减 22.1%；

进口额 14.72 亿美元，同比减 10.3%；出口稻米 179.48 万吨，

同比增 59.2%；出口额 7.51 亿美元，同比增 37.8%。进口稻米

主要来自越南（占进口总量的 49.7%）、泰国（占 30.3%）、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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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占 10.1%）、柬埔寨（占 5.0%）、缅甸（占 2.0%）。出

口目的地主要是科特迪瓦（占出口总量的 24.2%）、几内亚（占

8.6%）、土耳其（占 7.6%）、韩国（占 7.3%）、埃及（占 6.8%）。 

（六）全球大米供需基本平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2 月

份预测，2018/19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为 5.13 亿吨，比上年度

增 1.3%；消费量 5.09 亿吨，比上年度增 1.0%；期末库存 1.77

亿吨，比上年度增 2.7%；库存消费比 34.7%，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为 4720 万吨，比上年度减 1.4%。 

（七）地方动态。黑龙江水稻购销两旺，稻米价格稳中略

涨。江苏水稻已全部收获，稻谷价格止跌回升，农户稻谷已出

售近八成。江西晚稻收购进入尾声，粮农手中存粮所剩无几，

优质优价特征明显。湖北新季中晚稻上市高峰已过，目前中晚

稻收购进度逐渐放缓，由于托市收购持续推进，受政策主导，

中晚稻价格小幅上涨。 

（八）后期走势。从 12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看，

2018 年我国稻谷产量 21213 万吨（4243 亿斤），较上年减

0.26%，稻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目前，稻谷价格已

经止跌企稳，预计，近期稻谷价格仍将在最低收购价附近徘徊。

随着春节消费小高峰的到来，国内米价也将企稳。国际米价在

新增海外订单出现前以小幅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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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内价格持平略跌，国际价格小幅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广州黄埔港优质麦到港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到岸税后价。 

【走势】受前期屯粮贸易商开始出售存粮，托市小麦拍卖投放

量维持高位，面粉企业备货采购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影响，本月

国内小麦价格持平略跌。国际小麦市场价格小幅上涨。全球小

麦库存消费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国际市场供需保持宽松局面。 

【详情】 

（一）冬小麦长势较好。目前华北大部、黄淮东部和北部

及西北冬小麦已进入越冬期，河南中南部冬小麦处于分蘖期。

截至 12 月 28 日，全国冬小麦一类苗比例为 23%，二类苗比例

76%；其中，河北、山东、新疆一类苗比例高于上年与近五年

同期，山西、河南、甘肃一类苗比例低于上年与近五年同期。

二、小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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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长势与去年持平比例为 81%，偏好比例为 4%，长势偏好

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南中南部麦区。 

（二）国内价格持平略跌。本月国内小麦市场价格整体持

平略跌，主产区价格总体平稳。部分前期屯粮贸易商开始出售

存粮，加之托市小麦拍卖投放量维持高位，市场流通粮源增多，

缓解前一阶段供给紧张的市场形势。由于面粉市场旺季不旺，

面粉加工企业备货积极性不强，小麦终端需求对价格拉动作用

不明显。目前小麦市场价格已处于年度高位，随着 2019 年小

麦最低收购价格下调，市场主体对后市价格普遍看空，受此影

响本月小麦价格总体呈现持平略跌的趋势。其中，郑州粮食批

发市场普通小麦价格每斤 1.24 元，环比跌 0.7%，同比跌 4.3%；

优质麦每斤 1.33 元，环比跌 0.7%，同比跌 5.9%。 

（三）国际小麦市场价格小幅上涨。本月国际小麦期现货

价格呈现月均总体小幅上涨，月内冲高回落的走势。上中旬价

格冲高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对北美硬红冬小麦、硬红春小麦

等高蛋白优质小麦的需求有所增加，拉动出口价格提高。下旬，

由于全球小麦供需形势大体稳定，价格短期波动结束，市场逐

步回归理性，加之俄罗斯调高小麦出口预期，市场对于小麦价

格再度看空，国际小麦期现货价格均出现回落。其中，墨西哥

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平均离岸价每吨 247 美元，环

比涨 2.9%，同比涨 1.2%；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麦期货近

期合约平均价格每吨 185 美元，环比涨 2.8%，同比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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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外价差缩小。12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

麦（蛋白质含量 12%）离岸价直接折人民币每斤 0.85 元，比

优质麦产区批发价低 0.48 元；配额内 1%关税下到岸税后价约

每斤 1.21 元，比国内优质麦销区价低 0.23 元，价差比上月缩

小 0.06 元。 

（五）11 月小麦进口大幅减少，出口环比增加。据海关

统计，11 月份我国进口小麦及制品 13.87 万吨，环比减 37.7%，

同比减 22.5%；出口 1.94 万吨，环比增 7.0%，同比减 24.4%。

1-11 月累计，进口小麦及制品 286.39 万吨，同比减 32.1%；

进口金额 7.91 亿美元，同比减 22.5%；同期出口 25.44 万吨，

同比增 79.5%；出口金额 1.06 亿美元，同比增 55.9%。进口主

要来自加拿大（占进口总量的 42.6%）、哈萨克斯坦（占 18.1%）、

俄罗斯（占 5.6%）；出口主要目的地是朝鲜（占出口总量的

65.1%）、香港（占 28.1%）。 

（六）全球小麦市场供需较为宽松。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预测，2018/19 年度全球小麦产量 7.25 亿吨，比上年度减

4.6%；消费量 7.40 亿吨，比上年度减 2.7%，产小于需 1450

万吨；期末库存 2.64 亿吨，比上年度减 4.4%；库存消费比

35.8%，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贸易量为 1.72 亿吨，比上年

度减 2.1%。全球小麦库存消费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市场供需

保持宽松局面。 

（七）地方动态。河南小麦供给充足，麦价整体稳定。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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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区中等普通白小麦进厂价每斤 1.23 元，环比涨 1.2% 。

山东小麦价格整体运行平稳，但局部地区价格小幅回落。贸易

商收购价三等普通小麦均价在每斤 1.22 元，环比跌 0.89%。

江苏小麦价格呈疲软态势，三等普通小麦均价每斤 1.17 元，

环比跌 0.85%。安徽小麦以质论价，价格较上月略跌。截至 12

月 24 日，三等混麦均价每斤 1.12 元，环比跌 0.09%。 

（八）后市预测。因 2019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下调，市

场主体普遍看空后市，近两个月，前期屯粮的市场主体纷纷趁

着价格高位加快出货。随着政策性小麦投放力度加大，政策粮

数量与价格正逐渐成为市场供给的重要力量与价格风向性指

标，小麦流通市场“政策市”特征已逐步显现。受近期政策性

小麦拍卖底价相对稳定、投放数量较大，面粉加工销售“旺季

不旺”等因素影响，国内小麦价格预计短期内将维持弱势运行

的态势，不会出现太大幅度波动。后期国家临储小麦拍卖底价

调整时间及幅度，将成为直接影响国内麦价运行区间的关键影

响因素。若政策性小麦投放数量与拍卖底价保持稳定，预计年

关前后的小麦价格将以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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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内玉米收购价格下调，国际玉米价格继续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东北 2 等黄玉米运到广州黄埔港的平仓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

玉米（蛋白质含量 12%）运到黄埔港的到岸税后价。 

【走势】12 月上旬，国内玉米价格高位震荡，随后在新粮供

给增加的压力下，价格出现季节性回落，但月均批发价仍高于

上月。由于市场对中美贸易关系向好的预期较强，暂时形成支

撑，预计短期国际玉米价格高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玉米收购价格有所回落。受辽宁、吉林等部分

地区干旱减产及东北玉米上市偏晚等因素影响，12 月上旬国

内玉米价格维持高位震荡。随着市场供应量增加，12 月中下

旬玉米价格开始下跌，月底收购价环比下降，但全月平均批发

价仍高于上月。从企业收购价看，12 月底，吉林深加工企业

三、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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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收购价为每斤 0.83-0.88 元，环比跌 0.03-0.10 元，同比

涨 0.03-0.06 元；黑龙江为 0.83-0.86 元，环比跌 0.02-0.04

元，同比涨 0.04-0.14 元；山东为 0.97-1.02 元，环比跌

0.01-0.04 元，同比涨 0.09-0.14 元。12 月份，产区批发月均

价每斤 0.94 元，环比涨 1.9%，同比涨 12.1%。其中，东北产

区 0.90 元，环比涨 2.1%，同比涨 11.7%；华北黄淮产区 0.98

元，环比涨 1.9%，同比涨 12.6%。销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03

元，环比涨 2.1%，同比涨 9.1%。 

（二）国际玉米价格继续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中美

经贸关系缓和，利好国际玉米价格。12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玉米平均离岸价每吨 172 美元，环比涨 1.8%，同比涨

11.0%；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主力合约（201903）

收盘月均价每吨 150 美元，环比涨 4.2%，同比涨 8.7%。 

（三）加征 25%关税后美国玉米到港价与国内价差有所缩

小。12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玉米平均离岸价折合人民

币每斤 0.59 元，比国内产区批发价低 0.35 元；进口配额内

1%关税（加征 25%关税）的美国玉米运抵我国南方港口到岸税

后价每斤 1.10 元，比国内玉米到港价高 0.10 元，价差比上月

缩小 0.01 元；配额外 65%关税（加征 25%关税）的美国玉米运

抵我国南方港口到岸税后成本每斤 1.76 元，比国内玉米到港

价高 0.76 元。 

（四）1-11 月累计，我国玉米进口增加。11 月份，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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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进口量 11.82 万吨，进口额 0.31 亿美元，环比分别增

46.3%、36.1%，同比分别增 4.4 倍、3.1 倍；出口量 240 吨，

出口额 7.03 万美元，环比分别减 66.6%、65.2%，同比分别减

84.1%、83.7%。1-11 月累计，我国玉米进口量 310.45 万吨，

进口额 6.90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30.9%、38.6%；出口量 0.98

万吨，出口额 280.03 万美元，同比分别减 87.6%、84.6%。净

进口 309.47 万吨，同比增 35.0%。进口主要来自乌克兰（占

进口总量的 82.9%）、美国（占 10.0%）、老挝（占 3.6%）、缅

甸（占 2.6%）、俄罗斯（占 0.9%）。主要出口到加拿大（占出

口总量的 49.0%）、朝鲜（占 33.7%）、韩国（占 4.1%）、美国

（占 3.1%）、法国（占 3.1%）。 

（五）全球贸易量同比明显增加。据美国农业部 12 月份

供需报告预测，2018/19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 11.00 亿吨，比上

月上调 96 万吨，比上年度增 2.2%；总消费量 11.31 亿吨，比

上月下调 105 万吨，比上年度增 4.2%；贸易量 1.66 亿吨，比

上月上调 82 万吨，比上年度增 12.5%。预计全球玉米期末库

存 3.09 亿吨，比上月上调 129 万吨，比上年度减 9.2%；库存

消费比 27.3%，比上年度下降 4.0 个百分点。 

（六）地方动态。河北预计 2018 年玉米播种面积和单产

均有所降低，总产量较去年减少 130.16 万吨，减幅 6.39%。

吉林加工企业陆续下调收购价格，多数农户惜售心理较强，市

场活跃度较低。黑龙江天气转冷，利于新粮降水和脱粒，新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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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逐渐增加，市场价格从月初开始缓慢下调。山东粮源充足，

收购价逐步下调，售粮进度接近 40%。河南市场购销活跃，基

层售粮积极性高。 

（七）后期走势。国内方面：受非洲猪瘟疫情禁运影响，

生猪补栏意愿不强，玉米饲料消费可能受到影响，且临近春节，

农户卖粮意愿较强，预计短期内国内玉米价格稳中有跌。国际

方面：2018/19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接近五年来高位，市场供给

充足，但由于市场对中美贸易关系向好的预期较强，暂时形成

支撑，预计短期内国际玉米价格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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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内大豆价格持平略跌，国际大豆价格大幅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国际价格为青岛港口的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  

【走势】国内大豆市场供应充足，但市场需求平淡，价格持平

略跌，预计后期价格承压运行。国际市场，美豆库存高企，南

美新豆即将上市，预计后期价格以稳为主。 

【详情】 

（一）国内大豆价格持平略跌。12 月份国内大豆供应充

足，但市场需求平淡。加工企业前期库存高企，贸易商面向基

层采购节奏放缓，以消化库存为主；中储粮仍然是主要的大豆

收购主体，但国储轮换收购自上月启动以来，收购价 5 次下调，

从每斤 1.85 元下调至每斤 1.75 元，轮换收购对大豆价格的提

振作用减弱；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市场预期未来大豆进口增加，

四、大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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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贸易主体收购谨慎。12 月份，黑龙江国产油用大豆平均

收购价每斤 1.67 元，环比跌 0.9%，同比跌 1.6%；黑龙江国产

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1.78 元，环比跌 1.6%，同比跌 1.7%；

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 2.01 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1.6%；

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主力合约（国产非转基因大豆，2019 年 5

月）收盘价每斤 1.61 元，环比跌 5.9%，同比跌 8.4%。山东地

区中等豆粕出厂价每吨 2995 元，环比跌 8.1%，同比跌 0.3%。 

（二）国际大豆价格大幅上涨。自 12 月初中美元首会晤

以来，中国首次购进大量美豆，美国恢复对华大豆出口也将缓

解美国农户面临的压力。自 7月份中国对美大豆加征关税后，

中国买家一直避开美国市场，美豆价格跌至十年来的最低水

平，而 12 月随着中美重启大豆贸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大豆期货价格创下今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12 月份，美国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主力合约（2019 年 3 月）平

均收盘价每吨 334 美元，环比涨 4.0%，同比跌 8.0%。 

（三）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与国产大豆价差扩大。12 月

份，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每斤 1.71 元，环比跌 3.3%，

比当地国产大豆价格每斤低 0.30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06

元。美国大豆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17 元，比山东地区国产

大豆采购价低 0.84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3 元。 

（四）1-11 月累计，大豆进口数量同比减少 4.2%。据海

关统计，11 月份我国进口大豆 538.42 万吨，环比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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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 38.0%；进口金额 23.44 亿美元，环比减 22.1%，同比

减 35.2%。出口大豆 1.1 万吨，环比增 81.7%，同比减 14.5%；

出口金额 987.90 万美元，环比增 1.1 倍，同比减 1.2%；出口

豆粕 3.06 万吨，环比减 68.6%，同比减 59.9%。1-11 月累计

我国进口大豆 8234.36 万吨，同比减 4.2%；进口金额 355.92

亿美元，同比减 0.4%。出口大豆 11.98 万吨，同比增 19.4%；

出口金额 9150.04 万美元，同比增 11.6%。大豆进口主要来源

国是巴西（占进口总量的 75.0%）、美国（占 20.1%）、阿根廷

（占 1.6%）、俄罗斯（占 0.4%）。 

（五）2018/19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增加，供给充裕。据美

国农业部 12 月份供需月报预测，2018/19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

3.69 亿吨，比上年度增 2973 万吨，增幅 8.8%。其中，美国大

豆产量 1.25 亿吨，比上年度增 4.3%；巴西大豆产量 1.22 亿

吨，比上年度增 1.4%；阿根廷大豆产量 5550 万吨，比上年度

增 46.8%。预计 2018/19 年度全球大豆消费 3.52 亿吨，比上

年度增 1545 万吨，增幅 4.6%；全球大豆贸易量 1.56 亿吨，

比上年度增加 293 万吨，增幅 1.9%；期末库存达到 1.15 亿吨，

大豆库存消费比达到 32.8%，比上年度上升 2.7 个百分点，是

历史较高水平。 

（六）地方动态。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净粮收购均价每斤

1.70-1.75 元，环比基本持平。当前豆价较低，农户销售进度

较慢：阿荣旗 45%左右，莫旗不足 50%，科右前旗 70%，扎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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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旗 70%以上，扎兰屯市 50%以上。辽宁新豆产量高于往年，

但由于品质不佳，市价较低，大多数农民都持豆观望，市场购

销清淡。吉林新豆集中上市，供大于求，12 月大豆平均入厂

价每斤 1.75 元，环比跌 2.78%，市场购销不旺，成交量低于

往年同期。黑龙江大豆价格较上月略跌，整体走势相对平稳。

临近年终，部分豆农面临还贷压力，售豆积极性有所提升，但

大豆需求量没有显著增加。12 月省内大豆收购均价每斤 1.72

元，环比跌 1.15%。 

（七）后期走势。主产区国储轮换结束后，大豆价格阶段

性走弱，受重启美豆进口等利空消息影响，国产大豆期货价格

走低，预计未来国产大豆价格仍将承压运行。国际方面，多家

气象机构上调了 2019 年厄尔尼诺发生概率，从历次发生厄尔

尼诺的年份看，该现象将给太平洋东海岸南北美洲带来丰沛降

雨，利于大豆生长，提升大豆产量，加之美国大豆库存大幅增

加，预计全球大豆供需关系保持宽松，近期价格以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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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内棉价继续下跌，国际棉价环比跌幅收窄 

单位：元/吨，% 

注：国内价格为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3128B 级棉花销售价格，国际价格为进口棉价

格指数（FC Index） M 级棉花到岸税后价（滑准税下）。 

【走势】国内市场，新棉销售进度缓慢，下游需求不振，价格

将延续下跌趋势。国际市场，经济形势存在不确定性，主产国

新棉购销进度缓慢，下游纱线价格下行，预计短期内国际棉价

仍将低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棉花价格持续下跌。本月，国内新棉大规模上

市，同时纺织企业订单减少，出口乏力，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销售进度缓慢，棉价延续下跌走势。12 月份，国内 3128B 级

棉花月均价每吨 15406 元，环比跌 1.0%，同比跌 2.4%。郑棉

期货主力合约（1905）月结算价每吨 14830 元，环比涨 2.0%，

五、棉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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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跌 1.1%。 

（二）国际棉价震荡下跌。本月上旬，G20 峰会中美首脑

会晤的利好支撑国际棉价整体上涨。中旬，美国农业部 12 月

月报预测调减全球棉花产量和消费量，国际棉价弱势振荡。下

旬，受美联储加息以及美墨边境墙之争影响，美国金融市场重

挫，国际棉价随之下跌。12 月份，Cotlook A 指数（相当于国

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每磅 86.00 美分，环比跌 0.9%，同

比涨 1.0%。 

（三）国内外棉价差缩小。Cotlook A 指数（相当于国内

3128B 级棉花）折合人民币每吨 13167 元，比中国棉花价格指

数（CC Index）3128B 级每吨低 2239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107

元。进口棉价格指数（FC Index）M 级（相当于国内 3128B 级

棉花）月均价每磅 86.31 美分，1%关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4882 元，比国内价格低 524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16 元；滑

准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5798 元，比国内价格高 392 元，价

差比上月扩大 57 元。 

（四）1-11 月累计，棉花进口、纺织品服装出口同比均

增加。据海关统计，11 月我国进口棉花 13.2 万吨，环比增

18.2%，同比增 80%。1-11 月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135.5 万吨，

同比增 29.5%，进口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

乌兹别克斯坦，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37.4%、

27.5%、11.6%、7.2%和 4.0%。11 月我国进口棉纱线约 1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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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 14.3%，同比减 17.5%。1-11 月中国棉纱线进口量为 191

万吨，同比增 6.3%。11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30.5 亿

美元，环比减 0.9%，同比减 0.3%。1-11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

计出口额为 2539.6 亿美元，同比增 4.4%。 

（五）纺纱量环比减少，纱线价格环比下跌。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11 月我国纺纱产量为 272.8 万吨，环比减 3.9%，

同比减 3.1%。1-11 月份，我国累计纺纱量 2854.1 万吨，同比

增 0.6%。受棉花价格下滑影响，纱线价格继续下滑。12 月主

要代表品种 32 支纯棉普梳纱线均价每吨 23295 元，环比跌

1.6%，同比涨 0.6%。 

（六）ICAC 调增 2018/19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国际棉花

咨询委员会（ICAC）12 月最新预测，2018/19 年度全球棉花产

量较 11 月调减 19 万吨至 2612 万吨，其中美国调减 28 万吨，

中国调增 14 万吨；消费量较 11 月调减 81 万吨至 2672 万吨，

其中中国调减 80 万吨；贸易量调减 36 万吨至 942 万吨，全球

期末库存调增 48 万吨至 1816 万吨。 

（七）地方动态。新疆机采棉 3128B 级每公斤 5.4-6.0

元，手摘棉价格每公斤 6.2-6.5 元。河北籽棉每公斤 6.5 元左

右，棉农售棉积极性提高，棉企收购量增加。江苏籽棉收购价

每公斤 6.4 元左右。 

（八）后期走势。国内新棉销售进度缓慢，库存不断积累。

临近年底，下游多数企业以小量订销为主，大部分纺织企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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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春节前市场很难回暖，大多纱厂有提前放假打算，短期内受

上游棉花供应充足压力和下游信心不足影响，国内棉价将持续

弱势运行。北半球新棉购销进度缓慢，市场依旧疲弱，中国年

关临近，港口棉纱清库抛售不断，国际棉纱价格下行打压棉花

市场。全球棉花减产与消费下降叠加，国际经济形势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国际棉价仍将低位震荡。 

 

 

 

 

 

 

 

 

 

 

 

 

 

 

 

 
19 

 



 
 
【特点】食用油籽稳中有跌，植物油涨跌互现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四级豆油出厂价，国际价格为到山东港口的南美毛豆油到岸税后价。 

【走势】国内油籽市场购销清淡，价格稳中有跌；植物油市场

总体供应宽松，价格走低，菜籽油受气温下降、火锅消费需求

旺盛的拉动，价格上涨。国际市场食用油籽、植物油总体供应

宽松，价格走低；棕榈油受出口需求带动，价格稳中微涨。预

计，国内油脂市场受春节前备货需求带动，近期价格有所回升；

国际油脂受中美经贸关系走势、外汇市场波动、原油价格走势

等因素影响，价格低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食用油籽价格稳中有跌，植物油价格走势分

化。油菜籽存货不多，市场销售清淡，价格稳定。市场现存花

生品质有所下滑，价格稳中有跌。12 月份，湖北地区油菜籽

六、油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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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价每斤 2.60 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1.9%；山东地区二级

花生仁批发价每斤 3.18 元，环比跌 0.6%，同比跌 6.5%。食用

植物油供应充足，元旦前备货需求的提振作用不明显，多数品

种价格下跌，仅菜籽油受气温下降、火锅消费用油需求较旺盛

的影响，价格上涨。12 月份，山东四级豆油出厂均价每吨 5145

元，环比跌 3.7%，同比跌 9.4%；天津港 24 度棕榈油到港价每

吨 4243 元，环比跌 4.7%，同比跌 19.3%；湖北四级菜籽油出

厂价每吨 6503 元，环比涨 1.6%，同比跌 2.1%；山东一级花生

油出厂价每吨 12274 元，环比跌 5.6%，同比跌 7.0%。 

（二）国际油菜籽、食用植物油价格总体下跌。全球油菜

籽产量增加，价格下跌；大豆、豆油供给宽松，价格下跌；棕

榈油受出口需求拉动，价格稳中微涨。12 月份，加拿大油菜

籽 CNF 均价（离岸价＋运费）每吨 441 美元，环比跌 2.0%，

同比跌 3.3%；南美豆油 CNF 均价每吨 675 美元，环比跌 1.9%，

同比跌 16.5%；马来西亚 24 度棕榈油离岸价月均价每吨 499

美元，环比涨 0.8%，同比跌 20.0%。 

（三）国际油菜籽价格低于国内，内外价差略有扩大。受

国际油菜籽价格下跌、人民币汇率提升的影响，油菜籽国内外

价差略有扩大。12 月份，9%关税下加拿大油菜籽到我国口岸

税后价每斤 1.88 元，比国内油菜籽进厂价每斤低 0.72 元，价

差比上月扩大 0.05 元；美国墨西哥湾豆油离岸价每吨 630 美

元，折人民币每斤 2.17 元，比国内销区豆油价格低 0.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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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比上月缩小 0.10 元；山东口岸进口豆油税后价每斤 2.80

元，比当地国产豆油出厂价每斤高 0.23 元。 

（四）1-11 月食用油籽进口量同比略有减少，食用植物

油进口量同比增加。据海关统计，11 月份我国进口食用油籽

586.27 万吨，环比减 20.3%，同比减 36.5%；进口食用植物油

80.80 万吨，环比增 22.1%，同比增 8.9%。1-11 月累计，我国

进口食用油籽 8821.90 万吨，同比减 4.1%，进口额 389.51 亿

美元，同比增0.4%；进口食用植物油718.78万吨，同比增7.8%，

进口额 52.71 亿美元，同比增 3.6%。其中，油菜籽进口 436.06

万吨，同比减 1.3%，主要来自加拿大（占 93.9%）、俄罗斯（占

4.0%）；棕榈油进口 474.24 万吨，同比增 5.1%，主要来自印

度尼西亚（占 68.4%）、马来西亚（占 31.5%）；豆油进口 49.48

万吨，同比减 20.3%；菜籽油进口 115.81 万吨，同比增 65.9%；

豆粕进口 2.27 万吨，同比减 61.8%；菜粕进口 120.88 万吨，

同比增 33.0%。 

（五）全球食用油籽库存消费比继续增加，植物油稳中略

减。据美国农业部 12 月份预测，2018/19 年度，全球油籽产

量 6.00 亿吨，比上年度增 4.4%；消费量 5.84 亿吨，比上年

度增 2.7%；贸易量 1.80 亿吨，比上年度增 1.9%；期末库存

1.29 亿吨，比上年度增 10.3%；库存消费比 22.1%，比上年度

上升 1.5 个百分点。全球食用植物油产量 2.04 亿吨，比上年

度增 3.0%；消费量 1.97 亿吨，比上年度增 3.1%；贸易量 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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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比上年度增5.7%；期末库存2143万吨，比上年度增2.2%；

库存消费比 10.9%，比上年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 

（六）地方动态。花生市场。山东新花生整体弱势趋稳，

上货量较前期略增，贸易商以交易油用花生为主，食品花生销

售进度较慢。通货花生仁贸易商收购价格每斤 3.30 元，环比

跌 1.5%，同比跌 4.3%。河南新季花生报价每斤 3.35 元，环比

持平，同比跌 12.9%。油葵市场。新疆新季油葵价格持续走高，

本月油葵均价每斤 2.12 元，环比涨 17.2%，同比涨 19.1%。 

（七）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前期中国放开了对印度菜粕

进口的限制，加拿大菜粕、乌克兰廉价葵粕也大量涌入中国市

场，目前油粕供应充足。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了养殖户补栏积极

性，对油粕需求较弱，油籽价格上涨乏力，预计 2019 年一季

度油籽价格以稳为主。受春节前备货需求拉动，食用植物油价

格预计上涨，但受国际油脂价格低位运行影响，国内价格涨幅

有限。国际市场。美国大豆产量创历史记录，巴西大豆产量有

望达到历史最高，棕榈油产量稳定，全球食用油籽、植物油供

应略宽松，价格上涨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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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内糖价小幅下跌，国际糖价持平略跌 

单位：元/吨，% 

注：国内价格为广西食糖批发市场食糖现货批发价格的月度均价；国际价格为配额内 15%关

税的巴西白糖到珠江三角洲的到岸税后价。 

【走势】国内糖价小幅下跌，国际糖价持平略跌，国内外价差

继续有所缩小。国内新糖大量上市，季节性供应压力较大，预

计近期国内糖价以弱势运行为主。国际糖市供应过剩量下降，

价格脱离前期低点。 

【详情】 

（一）国内糖价小幅下跌。12 月份，国内食糖均价为每

吨 5056 元，环比跌 175 元，跌幅 3.3%；同比跌 1074 元，跌

幅 17.5%。国内糖价小幅下跌的原因主要是：受国际整体糖市

的影响，市场信心不足，观望及看空情绪较浓。 

（二）国际糖价持平略跌。12 月份，国际食糖均价为每

七、食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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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 12.63 美分，环比跌 0.16 美分，跌幅 1.3%；同比跌 1.70

美分，跌幅 11.9%。国际糖价持平略跌的原因主要是：国际油

价下跌、股市下跌、巴西雷亚尔走弱以及更多空头入场等。 

（三）国内外价差继续缩小，90%关税后进口食糖价格继

续高于国内。12 月份，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

每吨 3498 元，环比跌 52 元，跌幅 1.5%，比国内糖价低 1558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123 元。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巴西食

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4456 元，环比跌 68 元，跌幅 1.5%，比国

内糖价低 600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107 元。对关税配额外征收

40%保障措施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5551 元，比国内

糖价高 495 元。国内外价差有所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糖价的

跌幅大于国际糖价。 

（四）1-11 月累计，食糖进口增加。11 月份，我国进口

食糖 34.05 万吨，环比增 1.4%，同比增 1.2 倍。1-11 月累计，

我国进口食糖 263.29 万吨，同比增 22.0%，进口额 9.74 亿美

元，同比减 4.5%。我国进口食糖主要来自巴西（占进口总量

的 24.3%）、古巴（占 14.2%）、泰国（占 9.6%）。 

（五）2018/19 榨季全球糖市供应量下调。国际糖业组织

（ISO )发布的最新报告仍是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季度报告：

预计，2018/19 榨季全球糖市过剩 217 万吨，低于 8月预估的

675 万吨。ISO 还称，2019/20 榨季全球糖市将面临 200 万吨

的缺口，糖市供应过剩阶段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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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动态。内蒙古糖价平稳，根据目前甜菜的收获

加工情况，含糖率明显低于去年。新疆糖价持平略降，2018

年冻化期长，夜冻昼化对甜菜品质影响大。广西糖价下滑，成

交一般，糖厂全面开榨，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大部地区出

现持续阴雨影响糖分积累。云南糖价持平略跌，产糖率基本正

常。 

（七）后期走势。国内方面，当前销售较为清淡，市场看

空情绪较浓，随着新糖大量上市，预计国内糖价以平稳弱势运

行为主。国际方面，受原油价格、股市下跌等因素影响，预计

国际糖价近期上涨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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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猪肉价格小幅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国内猪肉价格、猪粮比价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布数据整理。 

【走势】全国猪肉和生猪平均价格均小幅回升，区域分化仍较

为明显，受禁运及消费季节性增加影响，西南和西北地区猪肉

和生猪价格涨幅较高，东北和华北地区猪价跌幅较大。预计，

受禁调政策调整影响，猪肉区域性供给差异有望缩小，猪肉价

格明显分化的走势有望改善。春节前猪价稳中略涨，但供给仍

较充裕，上涨空间不大。 

【详情】 

（一）猪肉价格小幅上涨。生猪屠宰量环比小幅增加，同

比持平，南方销区消费旺季到来带动猪价明显上涨，北方产区

消费不振、供给充裕，猪价跌幅明显，受南方销区猪价上涨提

八、猪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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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影响，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仍小幅上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

1-11 月，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 21923.66 万头，同比

增 10.4%，其中，11 月份屠宰量 2006.51 万头，环比增 2.8%，

同比持平。11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减 0.7%，同比减 2.9%，其中，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减 1.3%，同比减 6.9%。12 月份猪肉价格每

公斤 23.69 元，环比涨 0.7%，同比跌 5.7%；生猪价格每公斤

13.95 元，环比涨 0.6%，同比跌 7.4%；仔猪价格每公斤 22.63

元，环比跌 3.1%，同比跌 25.8%。 

从不同省市猪肉价格看，北京、东北三省、陕西等省市猪

肉价格跌幅较大，月平均价格跌幅均在 3%以上，黑龙江跌幅

最高，达 9.4%。福建、四川、甘肃等省涨幅较大，月平均价

格涨幅超 9%。从不同省市生猪价格来看，北京、吉林、黑龙

江、浙江、安徽和陕西等省市跌幅较大，北京生猪月平均价格

跌幅最高，为 14.1%。福建、四川和甘肃猪价涨幅较高，甘肃

生猪月平均价格大幅上涨 11.4%。 

从周价格看，集贸市场猪肉价格从 2018 年 5 月第 4 周每

公斤 19.22 元开始上涨至 10 月第 1 周每公斤 23.61 元后稳中

有跌，11 月第 4 周为每公斤 23.50 元，12 月份第 1 周开始回

升，12 月第 4 周为每公斤 23.70 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6.4%。

集贸市场生猪价格从 2018 年 5 月第 3 周每公斤 10.35 元开始

呈现涨势，10 月第 2 周为每公斤 14.21 元，第 3 周开始震荡

下跌，12 月第 4 周为每公斤 13.87 元，环比跌 0.6%，同比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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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仔猪价格自 9 月第 1周每公斤 25.74 元开始受疫情影响

连续 16 周下跌，12 月第 4周为每公斤 22.48 元，环比跌 0.5%，

同比跌 26.4%。 

（二）养殖效益小幅微降。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2 月份

猪粮比价为 6.72:1，比上月下降 0.02 个点。12 月份全国玉米

价格为每公斤 2.08 元，环比涨 1.0%，同比涨 6.7%；育肥猪配

合饲料价格为每公斤 3.07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1.7%。 

（三）生猪产品进口量环比增长。据海关统计，11 月份

我国进口生猪产品 16.34 万吨，环比增 9.0%，同比减 28.3%；

进口额 2.67 亿美元，环比增 12.7%，同比减 37.0%；出口 2.81

万吨，环比减 1.4%，同比减 8.5%；出口额 0.91 亿美元，环比

持平，同比减 13.3%；贸易逆差 1.7 6 亿美元，环比增 20.5%，

同比减 44.8%。1-11 月累计，进口生猪产品 199.46 万吨，同

比减 12.1%；进口额 33.57 亿美元，同比减 15.4%；出口 29.37

万吨，同比增 1.5%；出口额 9.74 亿美元，同比增 10.1%；贸

易逆差 23.83 亿美元，同比减 18.8%。其中，进口猪杂碎 89.61

万吨，同比减 23.0%，进口额 14.23 亿美元，同比减 26.5%；

进口鲜冷冻猪肉 109.74 万吨，同比减 0.7%，进口额 19.10 亿

美元，同比减 4.9%，占生猪产品进口总额的 57.7%。 

（四）欧盟猪肉价格微跌。12 月份，欧盟猪肉批发价格

为每吨 1356.60 欧元，环比跌 0.1%，同比跌 5.0%。 

（五）地方动态。12 月份，重庆市猪肉价格每公斤 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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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环比涨 2.5%，同比涨 12.4%。生猪价格每公斤 17.70 元，

环比涨 0.8%，同比涨 15.9%。非洲猪瘟疫情下禁运政策导致重

庆本地猪源较为紧缺，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取消后提

高了非疫区活猪调运成本，猪肉及其加工品消费进入旺季，都

推动了猪价上涨。 

（六）后期走势。春节前猪价将温和上涨。《农业农村部

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调整了疫区和非疫

区仔猪、种猪、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的政策规定，有利于提高

生猪产品流动性，改善当前不同地区间供需形势差异，平抑北

方主产区和南方主销区间猪价的高价差。当前猪肉供给仍较充

裕，非洲猪瘟对不同地区的猪肉消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综合看，春节前低价区猪价有望回暖，高价区猪价将会有

所回落，猪价总体将会稳中略涨。仔猪和种猪跨市和跨省调运

具体实施方案出台，有利于缓解前期仔猪和种猪调运受阻或导

致的 2019 年产能下降的局面，降低猪价过快上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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