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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稻谷价格有涨有跌，国际米价高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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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大米消费即将进入旺季，预计短期国内大米价格

将保持稳中偏强运行。受新冠疫情、干旱等因素影响，主要大

米出口国出口能力降低，大米进口国储备意愿趋强，支撑国际

大米市场将持续高位运行。

【详情】

（一）国内稻谷价格涨跌互现。新季早籼稻陆续上市，市

场主体积极购销，价格稳中上行；晚籼稻供需较宽松，价格小

幅下跌。8 月份，早籼稻收购均价每斤 1.20 元，环比涨 3.4%；

晚籼稻 1.26 元，环比跌 0.8%；粳稻 1.41 元，环比持平。

（二）国内大米价格稳中略涨。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加工

企业开机率提高，走货速度较前期加快，大米价格稳中有涨。

一、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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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早籼米批发均价每斤 1.85 元，环比涨 0.5%，同比跌

1.1%；晚籼米每斤 2.05 元，环比涨 0.5%，同比涨 4.6%；粳米

每斤 2.26 元，环比涨 1.3%，同比涨 7.6%。

（三）国际大米价格高位上涨。越南、泰国和印度等主要

大米出口国价格都处于高位。8 月份，国际大米价格（曼谷离

岸价，25%含碎率，下同）每吨 486 美元，环比涨 4.1%，同比

涨 16.8%。

（四）国际大米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价差缩小。8 月份，

配额内 1%关税下泰国大米到岸税后价每斤 2.03 元，比国内晚

籼米批发价每斤低 0.02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4 元；离岸价

折人民币每斤 1.69 元，比国内低 0.36 元，低 17.6%。

（五）1-7 月累计，我国大米进口和出口量双下降。据海

关统计，7 月份我国进口大米 15.00 万吨，环比减 41.6%，同

比减0.9%；出口大米21.00万吨，环比减 20.5%，同比减38.7%。

1-7 月累计，进口大米 138.42 万吨，同比减 2.5%；进口额 7.46

亿美元，同比增 0.8%；出口大米 157.13 万吨，同比减 13.3%；

出口额 6.18 亿美元，同比减 9.1%。进口大米主要来自越南（占

进口总量的 34.9%）、缅甸（占 25.5%）、巴基斯坦（占 11.4%）、

泰国（占 10.9%）、柬埔寨（占 9.9%）。出口目的地主要是埃及

（占出口总量的 14.4%）、韩国（占 9.3%）、塞拉利昂（占 7.6%）、

巴布亚新几内亚（占 5.5%）、喀麦隆（占 5.0%）。

（六）全球大米产需基本平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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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 5.09 亿吨，比上年度

增 1.7%；消费量 5.10 亿吨，比上年度增 1.6%；期末库存 1.82

亿吨，比上年度减 0.7%；库存消费比 35.7%，比上年度下降

0.8 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为 4760 万吨，比上年度增 6.0%。

（七）预计短期国内大米价格将保持稳中偏强运行。国

内市场，受南方洪涝灾害、病虫害及东北台风等不利因素影响，

今年中晚稻产量可能低于预期，增强农户的惜售心理，预计中

晚稻陆续收获上市后，收购价有望稳中上行。随着复工复产推

进以及各类院校陆续开学，大米集团性消费将进一步恢复，而

且天气逐步转凉以及国庆、中秋双节来临，大米消费即将进入

旺季，经销商备货积极性增强，大米加工企业开机率提升。据

天下粮仓 8 月底监测数据，全国米企平均开机率比上月底提高

了 4 个百分点。预计短期大米市场需求将明显提振，支撑大米

价格稳中偏强运行。国际市场，受干旱和泰铢坚挺影响，泰国

出口商协会预测 2020 年该国的大米出口量下降到 650 万吨，

为 20 年来最低；印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港口工人减少、集装

箱供应有限，出口商订单难以履行，拖慢大米出口进度，短期

内将减少国际市场的大米供给量。大米进口国为应对新冠疫情

确保粮食安全，很可能继续加大大米进口作好储备。预计短期

内国际大米市场供给偏紧，需求端保持强劲，价格将持续高位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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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小麦价格上涨，国际价格稳中震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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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面粉消费进入旺季，市场购销活跃，预计后期国

内小麦价格走势依旧较强。美元指数持续下跌，美麦出口良好，

预计后期国际小麦价格呈现上涨趋势。但全球小麦市场供给充

裕，制约麦价涨幅。

【详情】

（一）主产区小麦收购进度偏慢，市场化收购为主。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截至 8 月 31 日，主产区小麦累

计收购 4925.7 万吨，同比减少 1354.2 万吨；主产区最低收购

价小麦累计收购 615.0 万吨，同比减少 1370.9 万吨。收购量

与近 3 年同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托市小麦累计收购量仅占收

购总量的 12.5%，市场化收购占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多数

二、小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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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小麦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小麦托市收购数量减少；

农户和经纪人储粮意识增强，看好后市持粮待售，售粮期将进

一步拉长。

（二）国内小麦价格上涨。8 月份，小麦市场利好因素增

多。临近开学季，加之中秋、国庆双节在即，面粉消费将进入

旺季，面粉企业开机率上升，小麦市场价格得到有力支撑；同

时，近期阴雨天气较多，市场上小麦流通减少，部分面粉企业

提价收购小麦。其中，山东面粉企业小麦平均收购价为每吨

2422 元，较上月涨 3.4%；河北面粉企业小麦平均收购价为每

吨 2420 元，较上月涨 1.5%。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普通小麦价格

每斤 1.19 元，环比涨 3.6%，同比涨 6.2%；优质麦每斤 1.31

元，环比涨 1.7%，同比涨 10.7%。

（三）国际小麦价格稳中震荡调整。阿根廷小麦主产区天

气干燥，致使新季小麦有所减产，同时国际玉米和大豆价格偏

强运行，提振小麦价格，但由于全球小麦供给充足，小麦市场

仍以稳为主、小幅震荡。其中，墨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

量 12%）平均离岸价每吨 224 美元，环比涨 0.9%，同比涨 2.8%；

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麦期货近期合约平均价格每吨 161

美元，环比跌 1.8%，同比涨 11.0%。

（四）国内外价差缩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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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元，比我

国优质麦产区批发价低 0.53 元；配额内 1%关税下到岸税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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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每斤 1.12 元，比国内优质麦销区价低 0.22 元，价差比上月

缩小 0.01 元。

（五）1-7 月小麦进口大幅增加，出口下降。我国进口小

麦主要以优质专用小麦为主，用于品种调剂。今年以来，国内

市场对优质麦需求量上升，小麦进口大幅增加。据海关统计，

7 月份我国进口小麦及制品 93.29 万吨，环比增 2.5%，同比增

3.3 倍；出口 1.17 万吨，环比减 66.9%，同比减 36.8%。1-7

月累计，进口小麦及制品 428.49 万吨，同比增 1.2 倍；进口

额 12.22 亿美元，同比增 1.1 倍；同期出口 15.01 万吨，同比

减 13.3%；出口额 0.57 亿美元，同比减 16.2%。进口主要来自

法国（占进口总量的 27.4%）、澳大利亚（占 26.8%）、加拿大

（占 25.5%）、美国（占 7.7%）、立陶宛（占 5.1%）；出口主要

目的地是朝鲜（占出口总量的 73.0%）、中国香港（占 24.7%）。

（六）2020/21 年度全球小麦产量调减至 7.60 亿吨。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9 月 3 日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小麦

产量 7.60 亿吨，比上年度减 0.2%；消费量 7.56 亿吨，比上

年度增 0.4%，产大于需 400 万吨；期末库存 2.82 亿吨，比上

年度增 2.0%；库存消费比 37.3%，同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贸

易量为 1.82 亿吨，比上年度增 0.2%。

（七）预计后期国内小麦价格偏强运行。中秋、国庆双节

临近，加之天气转凉，终端消费增加，面粉购销活跃，拉动小

麦加工需求，企业开机率呈回升态势。8 月份，安徽、江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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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企业平均开机率达到 35.0%、46.5%，较上月涨 5.0 个百分

点、0.5 个百分点，河北面粉企业平均开机率达到 65.0%，为

全国最高水平，较上月持平，较 6 月份涨 5.0 个百分点。玉米

价格趋稳，饲料企业采购小麦量将有所减少，加之新玉米即将

上市，贸易商腾库出售小麦积极性增强，小麦市场供给量增加。

综合判断，预计后期小麦价格稳中略涨，同比偏高，但低于

2018 年价格水平。国际市场，全球小麦市场供给充裕，据美

国农业部（USDA）8 月预测，全球小麦总供给量 10.67 亿吨，

比上月预计数调增 51 万吨，同比上升 1.8%；期末库存 3.17

亿吨，比上月预计数调增 195 万吨，同比上升 5.3%。但英国、

法国小麦生产周期天气恶劣，小麦预计产量下调；阿根廷干旱

天气有所缓解，但造成的小麦单产水平下降预计不可逆转。加

之美国疫情持续，预计短期内美元指数仍将下跌。综合判断，

预计后期国际小麦价格呈现小幅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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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国际价格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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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随着国家临储拍卖玉米陆续出库、新

玉米逐步上市、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到港，供给将明显增加，

预计后期玉米价格将逐步趋于平稳。国际市场，受美国中西部、

乌克兰中部和南部干旱等灾害性天气扰动，预计价格将维持震

荡态势，大幅上涨概率不大。

【详情】

（一）国内玉米价格继续上涨。国内临储玉米拍卖持续火

爆，生猪产能恢复进度良好，消费需求趋旺，推动国内玉米价

格持续上涨。从企业收购价看，8 月份，吉林深加工企业平均

挂牌收购价为每斤 0.90 元至 1.05 元，环比持平至涨 0.11 元，

同比涨 0.01 元至 0.20 元；黑龙江为 0.85 元至 1.02 元，环比

三、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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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至涨 0.02 元，同比涨 0.02 元至 0.13 元；山东为 1.14

元至 1.24 元，环比涨 0.03 至 0.6 元，同比涨 0.14 元至 0.20

元。从批发价格看，8 月份，产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14 元，

环比涨 5.9%，同比涨 17.3%。其中，东北产区 1.11 元，环比

涨 5.3%，同比涨 20.3%；华北黄淮产区 1.22 元，环比涨 7.0%，

同比涨 21.1%。销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22 元，环比涨 4.5%，

同比涨 20.8%。

（二）国际玉米价格小幅下跌。8 月份美国农业部（USDA）

供需报告调增 2020/21 年世界玉米产量和贸易量，国际玉米价

格中止前期上涨势头，出现小幅下跌。8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玉米平均离岸价每吨 166 美元，环比跌 0.6%，同比跌

4.6%；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主力合约（2020 年 12

月）收盘月均价每吨 133 美元，环比跌 1.5%，同比跌 13.1%。

（三）配额内国内外玉米价差继续扩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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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元，比国

内产区批发价低 0.56 元；进口配额内 1%关税的国外玉米运抵

我国南方港口的到岸税后价每斤 0.86 元，比国内玉米到港价

低 0.35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0.05 元；配额外 65%关税的美国

玉米运抵我国南方港口到岸税后成本每斤 1.37 元，比国内玉

米到港价高 0.16 元。

（四）1-7 月累计，玉米进口量额均明显增加。7 月份，

我国玉米进口量 91.31 万吨，进口额 1.94 亿美元，环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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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3.6%、2.5%，同比分别增 1.4 倍、1.4 倍；出口量 45 吨，

出口额 9.37 万美元，同比分别减 99.3%、95.1%。1-7 月累计，

我国玉米进口量 456.92 万吨，进口额 9.75 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 30.7%、29.0%，进口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国内外价差拉大

和国内需求增加；出口量 0.17 万吨，出口额 48.50 万美元，

同比分别减 88.7%、88.3%。净进口 456.75 万吨，同比增 31.2%。

进口主要来自乌克兰（占进口总量的 91.7%）、美国（占 4.4%）、

保加利亚（占 2.5%）、俄罗斯（占 1.3%）、老挝（占 0.1%）。

主要出口到朝鲜（占出口总量的 70.6%）、俄罗斯（占 23.5%）。

（五）全球玉米产量和贸易量均增加。据美国农业部

（USDA）8 月份供需报告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

11.71 亿吨，比上月上调 782 万吨，比上年度增 5.3%；总消费

量 11.65 亿吨，比上月上调 475 万吨，比上年度增 3.9%；贸

易量 1.85 亿吨，比上月上调 221 万吨，比上年度增 7.8%。预

计全球玉米期末库存 3.15 亿吨，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度增

1.2%；库存消费比 27.0%，比上年度下降 0.8 个百分点。

（六）预计国内玉米价格逐步趋稳，国际价格维持震荡

格局。国内市场，尽管近期东北部分地区玉米受台风影响出现

一定倒伏，但由于处于蜡熟或成熟期，对新季产量影响较小,

预计玉米总产保持稳中有增趋势。截至 9 月初，国家政策性玉

米拍卖累计成交近 6600 万吨，已出库约 50%。随着剩余拍卖

粮陆续出库、新季玉米逐步上市、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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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累计，进口高粱、大麦、DDGS、木薯干合计 739 万吨，

同比增加 32.1%）以及部分小麦和超期储存稻谷饲用替代因

素，预计后期国内玉米市场供给将明显增加，价格将逐步趋于

平稳。国际市场，9 月份，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今年

全球玉米产量将创新高，达到 11.82 亿吨，比上年增加 3.9%，

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需求的抑制，全球供需继续维持宽松格

局，但近期国际期货市场炒作美国玉米中西部、欧洲东部局部

地区（主要是乌克兰中部和南部）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加剧了

市场波动，预计在玉米收获前国际市场价格仍将维持震荡态

势，玉米价格大幅上涨的概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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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大豆价格高位下跌，国际价格持平略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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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国内方面，国储拍卖持续供应，华北、东北新季

大豆即将上市，预计国内大豆价格将继续回落；国际方面，中

美同意继续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未来几个月美国大豆

出口前景持续向好，预计国际价格将小幅上涨。

【详情】

（一）国内大豆价格高位下跌。8 月份，东北地区大部水

热条件利于大豆结荚鼓粒，大豆整体长势正常。产区上季大豆

购销基本结束，南方早熟大豆陆续上市，国储拍卖大豆持续供

应，国产大豆需求不旺，本月国内价格高位下跌。8 月份，黑

龙江国产油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23 元，环比跌 0.2%，同

比涨 33.1%；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63 元，

四、大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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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跌 4.5%，同比涨 43.7%；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 2.87

元，环比跌 1.5%，同比涨 38.0%；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主力合

约（国产非转基因大豆，2020 年 9 月）收盘价每斤 2.31 元，

环比跌 2.0%，同比涨 35.5%。山东地区中等豆粕出厂价每吨

2918 元，环比涨 0.3%，同比涨 1.6%。

（二）国际大豆价格持平略涨。8 月份，中国企业持续购

买美豆，利好美国大豆出口；受美国主要大豆产区干旱天气影

响，美国 18 个大豆主产州大豆优良率连续下调至 65%，高于

上年同期 55%，大豆单产低于此前预期，但预计仍高于上年水

平，本月国际大豆价格持平略涨。8 月份，美国芝加哥期货交

易所（CBOT）大豆主力合约（2020 年 11 月）平均收盘价每吨

329 美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1.9%。

（三）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与国产大豆价差缩小。8 月份，

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每斤 1.65 元，环比涨 2.0%，比

当地国产大豆价格每斤低 1.22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8 元。

美国大豆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22 元，比山东地区国产大豆

采购价低 1.65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4 元。

（四）1-7 月累计，进口大豆量明显增加。据海关统计，

7 月份我国进口大豆 1009.10 万吨，环比减 9.6%，同比增

16.8%；进口额 37.88 亿美元，环比减 10.1%，同比增 15.6%。

出口大豆 0.3 万吨，环比减 25.0%，同比减 33.2%；出口额

259.74 万美元，环比减 30.3%，同比减 27.5%；出口豆粕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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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环比增 1.3 倍，同比增 92.4%。1-7 月累计，我国进口

大豆 5513.49 万吨，同比增 17.5%；进口额 214.19 亿美元，

同比增 13.0%。出口大豆 5.36 万吨，同比减 25.5%；出口额

4570.76 万美元，同比减 23.9%。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国是巴西

（占进口总量的 73.9%）、美国（占 16.8%）、阿根廷（占 7.3%）。

（五）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供给充裕。据美国农业部 8

月份供需月报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 3.70 亿吨，

比上年度增 3312 万吨，增幅 9.8%；全球大豆消费 3.68 亿吨，

比上年度增 1597 万吨，增幅 4.5%；全球大豆贸易量 1.65 亿

吨，比上年度增加 85 万吨，增幅 0.5%；期末库存 0.95 亿吨，

大豆库存消费比 25.9%，比上年度下降 1.3 个百分点。

（六）预计后期国产大豆价格继续回落，国际大豆价格

小幅上涨。国内方面，9 月份，国产储备大豆将继续拍卖，投

放量不断增加，湖北等长江中下游产区新季大豆陆续上市，9

月下旬华北、东北大豆主产区也将收割上市，贸易主体观望心

理逐渐增强，产区市场交易氛围转淡；受秋季开学等季节性因

素拉动，大豆消费趋旺，销区成交量有所改善，但临近新豆上

市，经销商多采用随用随采的方式，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大幅

增加。9 月份，台风“美莎克”和“海神”相继登陆东北，但

据初步调查显示，未对大豆单产造成明显影响，东北新季大豆

保持丰产预期，预计全年大豆继续保持增产势头，后期国产大

豆供给总量充足，价格将继续小幅回落。国际方面，9 月中下



15

旬，南美大豆陆续播种，由于中国需求强劲，国际机构普遍预

计，巴西和阿根廷新年度大豆播种面积都将进一步增加，尤其

是巴西大豆播种面积将再创历史新高，达 5.7 亿亩，比上年度

增加 3.14%。美国新季大豆即将收获上市，丰产预期较强，到

明年 2 月中下旬前，美国将成为全球大豆主要供应国，中美同

意继续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中国将进一步增加美国大

豆采购，未来几个月美国大豆出口前景持续向好。综合判断，

今年底到明年初全球大豆供给充足，如果南美播种时期天气正

常，则明年全球大豆供需依然保持宽松格局，预计国际大豆价

格大幅上涨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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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棉价稳步上涨，国际棉价震荡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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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在经济持续回稳向好的支撑下，棉花

市场整体将延续上行趋势。国际市场，在美棉出口签约增加和

灾害性天气扰动的影响下，国际棉价整体仍将震荡上行。

【详情】

（一）国内棉价稳步上涨。国内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复苏，

国内棉价稳步上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为 51.0%，连续第 6 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

表明经济回稳向好态势得到巩固。8 月份，国内 3128B 级棉花

月均价每吨 12476 元，环比涨 2.7%，同比跌 7.8%。郑棉期货

主力合约(CF009)月结算价每吨 12282 元，环比涨 2.3%，同比

跌 1.7%。

五、棉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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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棉价震荡上行。本月初，受国际原油价格走高

等因素支撑，国际棉价小幅上升。随后，美国农业部调增

2020/21 年度美国及全球棉花供给量，调减消费量，全球棉花

呈供应宽松态势，国际棉价承压回落。中下旬，美棉出口签约

量增加，叠加中美同意继续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的提

振，国际棉价反弹上行。8 月份，Cotlook A 指数（相当于国

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价每磅 69.94 美分，环比涨 1.4%，同

比跌 1.2%。

（三）内外棉价差扩大。Cotlook A指数（相当于国内3128B

级棉花）折合人民币每吨 10791 元，比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3128B 级每吨低 1685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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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4 美分，1%关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2113

元，比国内价格低 363 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346 元；滑准税下

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3821 元，比国内价格高 1345 元，价差比

上月缩小 338 元。

（四）7 月份棉花进口环比增，同比减。据海关统计，7

月份我国进口棉花 14.83 万吨，环比增 56.2%，同比减 9.3%。

1-7 月累计，我国进口棉花 120.43 万吨，同比减 10.3%。7 月

份，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312.94 亿美元，环比增 7.8%，同比

增 13.7%。1-7 月累计，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 1565.06 亿美

元，同比增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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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纺纱量环比减少，纱线价格持续下跌。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7 月份我国纱产量 223.9 万吨，环比减 4.4%。1-7

月累计，我国纱产量为 1399.9 万吨，同比降 15.7%。进入 8

月份，内外销订单有所增加，但纺织市场整体运行仍然低迷，

企业处于降价去库存阶段，纱线价格持续走低。据《中国棉花

工业库存调查报告》数据，8 月初企业纱产销率为 90.5%，同

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布产销率为 88.2%，同比下降 1.2 个百

分点。8月份，主要代表品种32支纯棉普梳纱线均价每吨18517

元，环比跌 0.5%，同比跌 10.3%。

（六）全球棉花产量调减，消费量调增。国际棉花咨询委

员会（ICAC）8 月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为 2477

万吨，较上月调减 9 万吨，消费量为 2385 万吨，较上月调增

54 万吨，贸易量为 907 万吨，较上月调增 45 万吨，全球棉花

期末库存调减至 2288 万吨，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为 96%，除

中国以外的库存消费比为 87%，较上月调低 10 个百分点，但

仍处于近五年的较高水平。

（七）预计国内外棉价短期内震荡上行。国内市场，新

棉播种以来，全国棉区综合气候较适宜棉花生长，其中新疆、

黄河流域棉区大部天气明显好于上年同期，为新年度棉花增产

打下良好基础，预计 2020/21 年度棉花生产将稳中有增，有利

于新旧年度棉花市场实现平稳过渡。新棉规模上市前，短期内

棉价或受极端天气、病虫害、贸易环境等因素影响而有所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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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内经济持续回稳向好的支撑下，随着下游传统“金九银

十”行业旺季的到来，纺织品服装市场销售和企业内外销订单

有望继续恢复，棉花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提振，预计短期内棉花

现货价格将在每吨 12000-14000 元区间内震荡上行。国际市

场，北半球各主产国棉花基本处于生长后期，总体长势正常，

棉花生产供应预期较稳定。据 ICAC 预测，2020/21 年度在全

球经济复苏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棉花消费将逐步恢复，但库存

仍处于 2200 万吨以上的高位，全球棉花供需关系继续保持宽

松格局。在美棉出口签约增加和各产区灾害性天气扰动的影响

下，预计国际棉价整体将仍在每磅 60-75 美分的区间缓慢上

行，但需要高度关注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全球疫情走向

带来的棉价短期波动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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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油料油脂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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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受国产油料现货供给偏紧，国内服务行业复工复

产范围扩大以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等影响，国内油籽油脂价格

预计稳中偏强。全球油菜籽生产尚未恢复，印尼拟提高棕榈油

出口关税支持生物柴油计划，全球油籽油脂价格后期仍有上涨

动力。

【详情】

（一）国产食用油籽和植物油价格均上涨。国产油菜籽产

量低于预期，加之贸易商菜籽库存量处于低位，市场采购较为

积极，支撑油菜籽价格上涨。新花生尚未上市，市场库存持续

减少，花生价格上涨。8 月份，湖北地区油菜籽进厂价每斤 2.79

元，环比涨 1.8%，同比涨 19.2%；山东地区二级花生仁批发价

六、油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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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斤 4.65 元，环比涨 2.2%，同比涨 29.5%。国内复工复产复

学有序推进，植物油消费需求增加带动价格继续上涨。8 月份，

山东四级豆油出厂均价每吨 6507 元，环比涨 9.3%，同比涨

11.8%；天津港 24 度棕榈油到港价每吨 6071 元，环比涨 9.5%，

同比涨 26.7%；湖北四级菜籽油出厂价每吨 9430 元，环比涨

9.0%，同比涨 25.8%；山东一级花生油出厂价每吨 17200 元，

环比涨 2.2%，同比涨 33.6%。

（二）国际食用油籽和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近期加拿大

油菜籽对欧盟出口量显著增加，提振了市场预期，助推油菜籽

价格大幅上涨。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下降，7 月底库存环比减

10.6%，支撑棕榈油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食用植物油供给

偏紧格局未改，但需求有所改善，支撑价格大幅上涨。8 月份，

加拿大油菜籽 CNF 均价（离岸价＋运费）每吨 440 美元，环比

涨 5.0%，同比涨 9.2%；南美豆油 CNF 均价每吨 810 美元，环

比涨 6.6%，同比涨 11.7%；马来西亚 24 度棕榈油离岸价月均

价每吨 715 美元，环比涨 12.4%，同比涨 31.9%。

（三）加拿大油菜籽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价差总体缩小。

8 月份，9%关税下的加拿大油菜籽到我国口岸的税后价格每斤

1.89 元，比国内油菜籽进厂价每斤低 0.90 元，价差比上月缩

小 0.02 元；美国墨西哥湾豆油离岸价每吨 703 美元，折人民

币每斤 2.47 元，比国内销区豆油价格低 0.78 元，价差比上月

扩大 0.04 元；山东口岸的进口豆油税后价每斤 3.43 元，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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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产豆油出厂价每斤高 0.18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2 元。

（四）1-7 月累计，食用油籽进口量大幅增加，食用植物

油进口量持平略增。据海关统计，7 月份我国进口食用油籽

1058.61 万吨，环比减 9.0%，同比增 18.4%；进口食用植物油

114.26 万吨，环比减 0.7%，同比增 7.7%。1-7 月累计，我国

进口食用油籽 5870.33 万吨，同比增 16.9%，进口额 237.60

亿美元，同比增 13.0%；进口食用植物油 600.07 万吨，同比

增 0.3%，进口额 43.98 亿美元，同比增 14.2%。其中，油菜籽

进口 176.65 万吨，同比减 13.9%，主要来自加拿大（占 67.2%）、

澳大利亚（占 24.9%）；棕榈油进口 310.41 万吨，同比减 19.8%，

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占 49.9%）、马来西亚（占 49.7%）；豆

油进口 51.96 万吨，同比增 32.6%；菜籽油进口 106.92 万吨，

同比增 19.5%；豆粕进口 3.48 万吨，同比增 5.2 倍；菜粕进

口 108.73 万吨，同比增 30.9%。

（五）全球食用油籽、植物油库存消费比均下降。据美国

农业部 8 月份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油籽产量 6.10 亿吨，

比上年度增 5.8%；消费量 6.09 亿吨，比上年度增 2.4%；贸易

量 1.89 亿吨，比上年度减 0.6%；期末库存 1.08 亿吨，比上

年度减 2.7%；库存消费比 17.8%，比上年度下降 0.8 个百分点。

全球食用植物油产量2.10亿吨，比上年度增1.9%；消费量2.07

亿吨，比上年度增 3.0%；贸易量 8674 万吨，比上年度增 1.7%；

期末库存 2054 万吨，比上年度减 7.0%；库存消费比 9.9%，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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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下降 1.1 个百分点。

（六）预计国内外油籽和食用植物油价格震荡上行。国

内市场，油料方面，2020 年以来，我国累计进口油菜籽数量

继续大幅减少，加之国产油菜籽现货存量不多，市场供给延续

偏紧格局，预计后期价格继续稳中偏强。目前国产新花生尚未

规模上市，市场供给仍然趋紧，同时受 6 月以来全国持续强降

雨影响，新花生单产预计略有下降，花生价格将保持高位。油

脂方面，随着服务业复工复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大中小学陆续

开学以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国内植物油市场消费需求有望进

一步提振，叠加国际市场油料油脂价格上涨拉动，国内油脂价

格后期仍有上涨空间。但考虑到大豆压榨开工率保持高位，国

内食用植物油供给保障程度较高，后期油脂价格涨势有望趋

缓。国际市场，油菜籽方面，2020/21 年度全球油菜籽播种面

积和产量仍未恢复。预计全球油菜籽产量 6845 万吨，较上年

度下降 0.4%。其中，受比较效益偏低影响，欧盟油菜籽种植

面积继续下滑，产量预计比上年度减少 0.5%，降至 1680 万吨。

棕榈油方面，8 月 19 日印尼财政部表示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

棕榈油出口关税以支持生物柴油计划，将有助于拉动棕榈油消

费需求。此外，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恢复，油料油脂需求面将进

一步改观，受此影响，全球油料油脂价格仍有上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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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糖价持平略跌，国际糖价明显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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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的巴西原糖到珠江三角洲的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临近榨季末，国产糖库存有限，中秋国庆用糖集

中，市场信心恢复，预计近期国内糖价以平稳运行为主。国际

方面，由于全球食糖供应量充足，国际糖价上行受限，后期需

关注国际油价、汇率波动、主产国食糖产量变化及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情况等影响因素。

【详情】

（一）国内糖价持平略跌。由于本月前期成交不活跃、报

价持续弱势，市场存在观望情绪，国内糖价持平略跌。8 月份，

国内食糖均价每吨 5224 元，环比跌 64 元，跌幅 1.2%；同比

跌 342 元，跌幅 6.1%。

（二）国际糖价明显上涨。泰国、俄罗斯、欧盟预计减产，

七、食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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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买盘推动，本月国际糖价明显上涨。8 月份，国际食糖均

价（洲际交易所 11 号原糖期货均价，下同）每磅 12.84 美分，

环比涨 0.97 美分，涨幅 8.2%；同比涨 1.23 美分，涨幅 10.6%。

（三）国内外价差进一步缩小。国际糖价明显上涨而国内

糖价持平略跌，国内外价差连续四个月缩小。8 月份，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3430 元，环比涨 183 元，

涨幅 5.6%，比国内糖价低 1794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247 元。

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4367 元，

环比涨 239 元，涨幅 5.8%，比国内糖价低 857 元，价差比上

月缩小 303 元。

（四）1-7 月累计，食糖进口小幅增加。7 月份，我国进

口食糖 31.38 万吨，环比减 24.2%，同比减 27.9%。1-7 月累

计，我国进口食糖 155.65 万吨，同比增 3.5%，进口额 5.65

亿美元，同比增 9.9%。我国进口食糖主要来自巴西（占进口

总量的 40.0%）、古巴（占 25.7%）和印度（占 6.7%）。

（五）预计本榨季全球食糖产需缺口缩小。国际糖业组织

（ISO）6 月 2 日预计 2019/20 榨季全球食糖产需缺口为 930

万吨。预计 2019/20 榨季全球食糖产量为 1.668 亿吨，同比下

降 4.4%；消费量为 1.761 亿吨，同比增长 1.3%。ISO 表示，

截至 5 月份，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已导致全球食糖消费量下降

210 万吨，之后或将进一步下降。同时，ISO 预计 2020/21 榨

季全球食糖产需缺口 690 万吨，需继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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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榨季全球需求的影响。ISO 表示，泰国、墨西哥和其

他主产国减产已成为现实，未来几个月全球食糖供应量将取决

于巴西产糖情况。

（六）预计后期国内糖价以平稳运行为主。国内方面，当

前正值甘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8 月份广西大部地区气象条件

有利于甘蔗生长，云南降雨偏多但对甘蔗生长影响有限；甜菜

生长总体正常，2020/21 榨季甜菜糖生产即将拉开序幕。市场

处于中秋国庆需求旺季的尾声，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以持稳为

主，由于临近榨季结束国产糖库存有限，加之进口许可批复较

慢、进口糖总量低于预估，后期国内糖价仍有望保持基本平稳，

需重点关注进口食糖的数量以及对新榨季食糖产量的预测。国

际方面，巴西蔗产联盟(Unica)数据显示，2020/21 榨季开始

至 8 月中旬巴西食糖产量累计达 2295 万吨，比上榨季同期增

48.2%，而乙醇累计产量下降 6.44%；印度本榨季食糖出口或

创历史新高，且下榨季继续对食糖出口补贴的可能性很大。预

计全球食糖供给充足，国际糖价上行会受一定限制，后期需继

续关注国际油价、汇率波动、主产国食糖产量变化及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情况等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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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猪肉价格环比涨幅收窄，养殖收益下降

单位：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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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走势】生猪产能持续加快恢复，猪肉市场供应逐步增加。

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旺季，加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猪

肉外出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猪肉消费将进入阶段性高峰。预计

国庆、中秋前猪肉价格仍将高位运行，突破去年历史高点可能

性不大，节后有望季节性回落。

【详情】

（一）猪肉价格涨幅缩小。8 月份，生猪产能持续加快恢

复，中下旬全国多地大面积暴雨，生猪出栏及猪肉调运阻力加

大，8 月底猪肉价格出现小幅反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1-7

月，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 8671.76 万头，同比减

32.4%，其中，7 月份屠宰量 1171.21 万头，环比减 11.8%，同

八、猪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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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减 32.3%。7 月份，400 个监测县生猪存栏环比增 4.8%，同

比增 13.1%，其中，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 4.0%，同比增 20.3%。

8 月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 56.03 元，环比涨 4.6%，涨幅比上

月回落 7.2 个百分点，同比涨 65.0%；生猪价格每公斤 37.15

元，环比涨 3.0%，涨幅比上月回落 11.6 个百分点，同比涨

69.7%；仔猪价格每公斤 108.64 元，环比涨 4.9%，涨幅比上

月回落 2.8 个百分点，同比涨 1.3 倍。

从不同省市看，除浙江省外猪肉月均价都呈现上涨态势，

其中北京涨幅最高，8.46%，贵州、云南、内蒙、四川、重庆

和宁夏等地月均猪肉价格环比涨幅均超 5 个百分点。生猪价格

同步上涨，其中云南、贵州、宁夏、四川、重庆、青海和内蒙

古等地领涨，环比涨幅超 5 个百分点。仔猪价格涨幅大于猪肉

和生猪，其中天津继续领涨，环比涨 31.82%，江苏和云南涨

幅超 10 个百分点。

从集贸市场价格看，猪肉和生猪价格月内呈现先跌后涨态

势，仔猪价格月内涨幅收窄。猪肉价格自 6 月上涨以来首次出

现价格下跌，8 月第 3 周每公斤猪肉 55.98 元，环比跌 0.1%，

同比涨 59.4%。生猪价格首次出现连续两周下跌情况，其中 8

月第 3 周每公斤 37.04 元，环比跌 0.3%，同比涨 63.0%。仔猪

价格 8 月第 4 周每公斤 109.03 元，环比涨 0.3%，同比涨 1.18

倍。

（二）养殖收益下降。由于玉米价格持续上涨，生猪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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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环比下降。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 月份猪粮比价为

15.29:1，比上月下降 0.38 个点。8 月份，全国饲用玉米价格

为每公斤 2.43 元，环比涨 5.7%，同比涨 14.6%；育肥猪配合

饲料价格为每公斤 3.25 元，环比涨 2.2%，同比涨 7.3%。出栏

一头 100 公斤的肥猪，自繁自养养殖户盈利 2200 元左右，外

购仔猪养殖盈利 950 元左右，外购仔猪育肥模式养殖利润环比

跌 14.0%。

（三）生猪产品进口量环比增加，累计进口量超去年全年

水平。据海关统计，7 月份我国进口生猪产品 55.58 万吨，环

比增 4.6%，同比增 89.1%；进口额 13.36 亿美元，环比增 0.2%，

同比增 1.2 倍；出口 1.33 万吨，环比增 0.8%，同比减 13.6%；

出口额 0.77 亿美元，环比减 2.5%，同比增 32.8%；贸易逆差

12.59 亿美元，环比增 0.4%，同比增 1.2 倍。1-7 月累计，进

口生猪产品 333.72 万吨，同比增 1.0 倍；进口额 88.52 亿美

元，同比增 1.9 倍；出口 7.78 万吨，同比减 43.3%；出口额

4.41 亿美元，同比减 25.8%；贸易逆差 84.11 亿美元，同比增

2.4 倍。其中，进口猪杂碎 83.70 万吨，同比增 26.6%，进口

额 17.03 亿美元，同比增 53.8%；进口鲜冷冻猪肉 249.86 万

吨，同比增 1.5 倍，进口额 71.13 亿美元，同比增 2.7 倍，占

生猪产品进口总额的 81.1%。猪肉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占进口

总量的 19.1%）、西班牙（占 18.2%）、德国（占 13.9%）、巴西

（占 9.6%）、加拿大（占 8.9%）、丹麦（占 8.4%）。出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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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要是我国香港和澳门，分别占出口总量的 86.0%和 14.0%。

（四）美国猪肉价格止跌回升。8 月份，美国猪肉切块批

发价格为每英担 72.00 美元，环比涨 6.1%，同比跌 13.9%。

51%-52%瘦肉猪价格为每英担 38.00 美元，环比涨 11.1%，同

比跌 31.5%。欧盟猪肉批发价格为每吨 1506.00 欧元，环比跌

0.9%，同比跌 15.8%。

（五）预计后期国内猪肉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供给方面，

随着能繁母猪、生猪存栏量持续增加，生猪产能加快恢复，猪

肉市场供应逐步增加。能繁母猪存栏量自 2019 年 10 月份以来

环比持续增长，且增幅有所扩大；生猪存栏量自 2020 年 2 月

份以来环比明显增长，7 月份环比增幅超过 4%，同比增幅自

2017 年以来首次转正。一般情况下，从母猪受精到育肥猪出

栏需要 10 个月左右，从生猪存栏增加到出栏增加需要 6 个月

左右，根据前期生猪产能恢复数据，预计从 9 月份开始生猪出

栏量将进入环比增长的通道，且增幅有望逐步扩大。需求方面，

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国庆、中秋即将到来，猪肉消费进入传

统旺季，终端集中备货需求突出，加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餐饮行业加快恢复至正常水平，猪肉外出消费需求持续

增加，预计猪肉消费将进入阶段性高峰，但较高的猪肉价格对

消费也有一定的抑制。综合判断，国庆、中秋前猪肉市场供给

有保障，价格仍将高位运行，突破去年历史高点的可能性不大，

节后有望季节性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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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价格涨跌互现。新季早籼稻陆续上市，市场主体积极购销，价格稳中上

行；晚籼稻供需较宽松，价格小幅下跌。8月份，早籼稻收购均价每斤1.20元，环

比涨3.4%，同比涨16.5%；晚籼稻1.26元，环比跌0.8%，同比涨15.6%；粳稻1.41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1.4%。

小麦价格稳中走强。开学季和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面粉消费进入旺季，

加工企业开机率上升，小麦价格小幅上涨。8月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普通麦每

斤1.19元，环比涨3.6%，同比涨6.2%；优质麦每斤1.31元，环比涨1.7%，同比涨

10.7%。

玉米价格持续上涨。下游消费需求趋旺，加之临储玉米拍卖接近尾声，推

动玉米价格上涨。8月份，产区批发月均价每斤1.14元，环比涨5.9%，同比涨

17.3%。其中，东北产区1.11元，环比涨5.3%，同比涨20.3%；华北黄淮产区1.22

元，环比涨7.0%，同比涨21.1%。销区批发月均价每斤1.22元，环比涨4.5%，同比

涨20.8%。

猪肉价格涨幅缩小。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猪肉市场供给改善，但临近开学消

费需求趋旺，猪肉价格保持高位，涨幅趋缓。8月份，猪肉集市均价每公斤56.03

元，环比涨4.6%，涨幅比上月回落7.2个百分点，同比涨65.0%；生猪每公斤37.15

元，环比涨3.0%，涨幅比上月回落11.6个百分点，同比涨69.7%。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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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实行首席分析师负责制，各品种排名第一的为本期月报轮值
首席，对有关数据和观点负责）

稻  米：李建平  方福平  徐佳男  010-82106229
小  麦：刘  锐  曹  慧  孟  丽  010-82107747
玉  米：王东杰  习银生  徐伟平  010-82105229
大  豆：王  禹  张  振  殷瑞锋  010-82105205
棉  花：钱静斐  马雄风  原瑞玲  010-82106168
油  料：张雯丽  李淞淋  黄家章  010-66156855
食  糖：马光霞  张哲晰  李辉尚  010-59195096
猪  肉：周  琳  李淞淋  朱增勇  010-8210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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