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羊肉价格稳中有涨。春节前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价格小幅

上涨。1月份，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8.10元，环比涨1.8％，同比涨

5.6％；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5.87元，环比涨3.1％，同比涨5.8％。

禽肉、禽蛋价格低于去年同期。2020年四季度以来，肉禽、蛋禽产

能有所缩减，春节前消费需求旺盛，禽肉、禽蛋价格环比上涨，但由于

产能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月份，活鸡集市均

价每公斤20.25元，环比涨3.5％，同比跌11.6％；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

斤22.10元，环比涨2.7％，同比跌9.3％；鸡蛋零售均价每公斤10.65元，

环比涨12.6％，同比跌2.8％。

蔬菜价格季节性上涨。强寒潮天气影响蔬菜生长采收，河北疫情

影响南菜北运，物流价格涨幅较大。1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

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5.88元，环比涨19.8％，较近3年同期平均

涨幅高9.5个百分点，同比涨13.7％。分品种看，蔬菜月均价环比涨幅

超过30％的有9种，包括冬瓜（68.1％）、洋白菜（65.9％）、花椰菜

（58.9％）、青椒（50.3％）、油菜（47.6％）、南瓜（46.1％）、大白

菜（42.9％）、大葱（40.3％）和白萝卜（31.1％）。

本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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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牛羊肉价格继续小幅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春节临近，牛羊出栏将显著增加，市场供应总体

有保障，但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且饲草料成本较高，预计春

节前牛羊肉价格仍将小幅上涨，节后价格有望回落。

【详情】

（一）牛羊肉价格继续小幅上涨。春节前夕，商户和消费

者抓紧备货过年，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价格持续小幅上涨。

1 月，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 88.10 元，环比涨 1.8%，同比涨

5.6%；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 85.87 元，环比涨 3.1%，同比涨

5.8%。活牛价格每公斤 37.25 元，环比涨 1.7%，同比涨 7.7%；

活羊价格每公斤 40.06 元，环比涨 3.5%，同比涨 7.3%。从周

价看，自 10 月第 4 周以来，牛肉价格仅 11 月第 3 周出现回落，

一、牛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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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每周环比均上涨，截至 1 月第 4 周，牛肉价格已连续 11

周上涨；羊肉价格自 10 月第 4 周以来，已经连续 14 周上涨。

从主产省来看，牛肉主产省（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

月度集市均价每公斤 80.18 元，环比涨 2.7%；羊肉主产省（河

北、内蒙古、山东、河南、新疆）月度集市均价每公斤 81.83

元，环比涨 3.9%。

（二）预计春节前牛羊肉价格仍将小幅上涨。从供给看：

去年牛羊肉存出栏、产量均小幅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国肉牛出栏 4565 万头，同比增 0.7%，牛肉产量 672

万吨，同比增 0.8%，年末牛存栏 9562 万头，同比增 4.6%；全

国羊出栏 31941 万只，同比增 0.8%，羊肉产量 492 万吨，同

比增 1.0%，年末羊存栏 30655 万只，同比增 1.9%。从需求看：

冬季是牛羊肉消费旺季，春节拉动消费增加。猪肉价仍处相对

高位，牛羊肉替代消费依然较多。综合看，春节前牛羊加紧出

栏，市场交易量将明显增长，但在养殖成本上涨、需求趋旺的

背景下，预计春节前牛羊肉价格延续涨势，节后价格有望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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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禽肉价格继续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春节有望拉动消费，但新冠肺炎疫情零星散发，

预计消费增长有限，春节后禽肉价格有望季节性回落。

【详情】

（一）禽肉价格连续 2 个月上涨，涨幅有所扩大。受 2020

年四季度以来肉禽产能逐步缩减，补栏规模下降影响，加之春

节临近肉类消费需求增加，禽肉市场供给偏紧，价格延续上涨

态势，2021 年 1 月份价格环比涨幅较上年 12 月份扩大 2 个百

分点。1 月份，活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20.25 元，环比涨 3.5%，

同比跌 11.6%；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22.10 元，环比涨 2.7%，

同比跌 9.3%。从周价看，1 月份禽肉价格连续 4 周上涨，前 3

周涨幅相对较大，第 4 周明显收窄。活鸡和白条鸡价格自 12

二、禽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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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1 周起持续上涨 9 周，累计涨幅分别为 5.5%、4.5%。1

月第 4 周，活鸡集市价每公斤 20.45 元，环比涨 0.1%，白条

鸡集市价每公斤 22.29 元，环比持平。分地区看，禽肉价格走

势差异化。1 月第 4 周，华北、华东、西南地区活鸡价格下跌，

其余地区价格上涨；东北、华中地区白条鸡价格下跌，其余地

区价格持平略涨。从养殖效益看，1 月份肉雏鸡价格弱势走低，

饲料价格持续上涨，但白羽肉鸡棚前收购价震荡上涨，养殖利

润水平提升，每只鸡盈利 3 元左右。黄羽肉鸡受节前消费需求

拉动，价格相对较高，保持较好盈利，每只鸡盈利 2 元左右，

比 12 月份增加约 0.5 元。

（二）12 月份禽肉进口增加。据海关统计，12 月份，禽

肉进口量 15.82 万吨，环比增 13.8%，同比增 80.6%，进口额

3.23 亿美元，环比增 12.2%，同比增 33.2%；出口量 2.21 万

吨，环比增 16.4%，同比减 7.7%，出口额 6723.50 万美元，环

比增 33.2%，同比减 6.8%。禽肉进口继续保持高位，主要原因

是进口禽肉价格较低。分产品看，除冷冻整鸡、冷冻火鸡块及

杂碎进口量比 11 月份减少外，带骨冻鸡块、冻鸡翼、冻鸡爪

及其他冻鸡肉产品进口量均比 11 月份增加。1-12 月累计，进

口量 155.39 万吨，比上年增 95.4%，进口额 35.01 亿美元，

比上年增 73.9%；出口量 20.17 万吨，比上年减 7.3%，出口额

5.57 亿美元，比上年减 10.9%。2020 年禽肉进口主要来自巴

西（占进口总量的 44.2%）、美国（27.2%）、俄罗斯（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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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7.6%）、阿根廷（6.3%），进口来源国更加多元化。来自

巴西的进口份额比 2019 年缩小 23 个百分点，来自美国、俄罗

斯的份额显著扩大。

（三）预计节后国内禽肉价格将季节性回落。生产方面，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禽肉产量 2361 万吨，比上年增加

5.5%，禽肉产能整体保持高位，生产供给充足。受市场行情持

续低迷影响，四季度行业产能缩减步伐加快，据中国畜牧业协

会监测，12月份，白羽肉鸡祖代种鸡存栏量比9月份减少2.6%，

父母代种鸡存栏量比 9 月份减少 7.3%；黄羽肉鸡在产祖代种

鸡存栏量比 9 月份减少 7.9%，在产父母代种鸡存栏量比 9 月

份减少 10.7%。2021 年 1 月份，商品代黄羽肉雏鸡销量继续低

位徘徊，商品代白羽肉雏鸡周销量 5023 万只，比上年同期减

少 14.3%。近期肉鸡饲料成本持续攀升，养殖效益将会受到挤

压，也将倒逼部分小散户退出。预计春节后肉鸡出栏量将明显

减少。消费方面，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零星散发，多地加紧防控

措施，或对餐饮消费带来抑制性影响，春节假日消费短期内带

动禽肉消费增加，节后将进入肉类消费淡季。综合判断，预计

春节后禽肉价格将季节性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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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鸡蛋产能较为稳定，市场供应有保障。受大中专

院校等团体供餐单位放假、食品厂结束备货影响，消费需求减

弱。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震荡走低。

【详情】

（一）鸡蛋价格先涨后跌。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生产方面，

蛋鸡饲料价格持续上涨，养殖场（户）淘汰鸡意愿增强，产蛋

鸡存栏量稳中有降；需求方面，月中受春节备货影响，鸡蛋消

费明显提振，月末鸡蛋团体消费减少，企业备货结束，鸡蛋整

体消费需求下降。1 月份全国零售月均价每公斤 10.65 元，环

比涨 12.6%，同比跌 2.8%。10 个鸡蛋主产省批发价为每公斤

9.90 元，环比涨 23.6%，同比涨 12.1%。从周价格走势看，其

三、禽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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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１周每公斤 9.92 元，环比涨 1.4%，第 2 周每公斤 10.33

元，环比涨 4.1%，第 3 周每公斤 11.36 元，环比涨 10.0%，第

4 周每公斤 11.00 元，环比跌 3.2%。

（二）鸡蛋期货价格环比上涨。1 月份，鸡蛋期货共成交

1850.38 万手，环比减 10.2%，同比增 17.7%；成交额 8003.70

亿元，环比减 0.9%，同比增 49.4%；月末持仓量为 72.45 万手，

环比增 8.7%，同比增 14.8%。其中，主力合约 JD2105 成交量

6770 万吨，环比增 1.14 倍；成交额 925 亿美元，环比增 1.24

倍；月结算价格每 500 公斤 4325 元，环比涨 4.4%。

（三）蛋鸡养殖效益小幅上涨。1 月份，全国蛋鸡配合饲

料均价每公斤 3.23 元，环比涨 2.9%，同比涨 11.8%。蛋雏鸡

平均价格每羽 3.53 元，环比涨 6.6%，同比跌 25.8%；受鸡蛋

零售价格上涨影响，1 月份蛋料比价涨幅明显，蛋料比价为

3.30:1，环比涨 9.6%，同比跌 12.9%。

（四）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震荡走低。供给方面，受玉米、

豆粕和蛋鸡配合饲料价格高位趋涨影响，蛋鸡养殖成本持续增

加，养殖场（户）淘汰鸡意愿增强，补栏、扩栏积极性差，产

蛋鸡存栏量环比或将持续下降，但鸡蛋产能仍处于高位，近期

鸡蛋供给有保障。需求方面，随着节日备货陆续结束，鸡蛋消

费总需求减弱，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震荡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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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生鲜乳收购价连续 8 个月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图为主产省生鲜乳收购价格数据。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生鲜

乳成本增加，预计短期内生鲜乳价格继续上涨。国际市场，尽

管生鲜乳供应相对充足，但由于饲料成本上涨，国际乳制品拍

卖价格上涨，预计后期国际乳制品价格将震荡上行。

【详情】

（一）生鲜乳收购价连续 8 个月上涨。受饲料成本上涨、

节假日需求拉动等因素影响，生鲜乳收购价延续上涨态势。1

月份，我国奶业主产省生鲜乳收购价每公斤 4.23 元，环比涨

2.2%，同比涨 10.2%。

（二）国内鲜奶零售价继续小幅上涨。受生鲜乳原料价格

上涨和乳制品企业提价带动，鲜奶零售价格小幅上涨。根据中

国价格信息网监测，1 月份，全国监测城市鲜奶平均零售价每

四、牛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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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5.49 元，环比涨 1.3%，同比涨 1.9%。其中，袋装鲜奶每斤

5.08 元，环比涨 1.6%，同比涨 2.4%。盒装鲜奶每斤 5.90 元，

环比涨 1.0%，同比涨 1.4%。

（三）奶粉零售价小幅上涨。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监测，

1 月份，全国监测城市奶粉平均零售价格每斤 113.90 元，环

比涨 0.1%，同比涨 4.6%。其中，进口奶粉每斤 133.31 元，环

比跌0.3%，同比涨4.6%；国产奶粉每斤94.49元，环比涨0.6%，

同比涨 4.7%。

（四）2020 年乳制品进口量、额均明显增加。据海关统

计，2020 年 1-12 月累计，我国乳制品进口量 328 万吨，比上

年增 10.3%；进口额 117 亿美元，比上年增 5.3%;出口量 4.29

万吨，比上年减 20.8%；出口额 4.57 亿美元，比上年增 6.1%。

分品种看，鲜奶、乳清、奶油、奶酪增长迅猛，奶粉进口下降。

其中，液态奶进口 107 万吨，比上年增 16.0%；鲜奶进口 104

万吨，比上年增 16.7%；酸奶进口 3.21 万吨，比上年减 4.8%；

乳清粉进口 63 万吨，比上年增 38.1%；奶油进口 12 万吨，比

上年增 35.1%；奶酪进口 13 万吨，比上年增 12.5%；原料奶粉

进口 98 万吨，比上年减 3.4%；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 33 万吨，

比上年减 3.1%。

（五）鲜奶和奶粉到岸税后价环同比均下跌。2020 年 12

月份，鲜奶到岸税后价每吨7808元，环比跌3.1%，同比跌6.1%；

奶粉到岸税后价每吨 22177 元，环比跌 1.3%，同比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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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国内外价差 10943 元，比 2019 年 12 月扩大 3653 元。

（六）黄油、脱脂奶粉、全脂奶粉批发价上涨，切达干酪

价格下跌。据英国环境、食物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

2020 年 12 月份，美国、欧盟和大洋洲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黄油、

脱脂奶粉、全脂奶粉和切达干酪批发均价每吨分别为 3865 美

元、2711 美元、3378 美元和 3805 美元，环比分别涨 4.3%、

涨 4.4%、涨 2.7%和跌 16.8%，同比分别跌 5.8%、跌 4.0%、跌

4.1%和跌 10.1%。

（七）预计国内生鲜乳收购价继续小幅上涨，国际乳制品

价格震荡上行。国内市场:预计生鲜乳收购价继续上涨。主要

原因：一是春节临近，消费需求趋旺，乳企备货增加，国内生

鲜乳供应相对偏紧，推升价格上涨；二是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

高位运行，生鲜乳总成本增加；三是元旦以来，伊利、蒙牛等

乳企对白奶和奶粉等产品不同程度提价，推升市场看涨预期。

国际市场:生鲜乳供应相对充足，2020 年除了乌克兰牛奶产量

减少以外，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产国产量均保持一定

增长，但近期由于饲料成本上涨及美元的贬值，国际乳制品价

格得到一定支撑。1 月份来自东亚地区的强劲需求拉升乳制品

拍卖价格，全球乳品拍卖平台（GDT）两次拍卖价格分别上涨

3.9%和 4.8%，市场看涨预期增强，预计短期内国际乳制品市

场价格将震荡上行。



11

【本月特点】水果价格继续小幅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水果总体供应充足，节日消费拉动明显，预计价

格季节性小幅上涨。分品种看，柑橘品种上市量逐步减少，价

格稳中有涨；香蕉供应增加，价格将小幅回落。

【详情】

（一）水果价格小幅上涨。受春节备货增加的拉动，水果

价格继续小幅上涨。河北产区梨的入库成本较高，加上疫情对

交通的影响，供货量较小，价格继续上涨。受降温的影响，云

南等产区香蕉成熟速度较慢，供应减少，价格上涨。1 月份，

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 6.10 元，环

比上涨 1.0%，同比上涨 10.9%。其中，西瓜、菠萝环比分别下

跌 3.3%、2.0%；鸭梨、香蕉、富士苹果环比分别上涨 4.3%、

五、水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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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巨峰葡萄环比基本持平。巨峰葡萄、香蕉同比分

别下跌 9.2%、5.5%；鸭梨、西瓜、菠萝同比分别上涨 58.2%、

27.5%、25.7%；富士苹果同比基本持平。当前正值柑橘类水果

大量上市期，1 月广西等产区出现两次雨雪天气过程，导致砂

糖橘和沃柑上市品质不佳，价格下降。1 月柑橘类水果全国批

发均价每公斤 6.14 元，环比跌 4.1%，同比跌 10.1%。

（二）1-12 月累计，水果及制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

据海关统计，12 月份，我国水果及制品进口量 47.46 万吨，

环比增 19.0%，同比减 3.7%；进口额 10.80 亿美元，环比增

74.1%，同比增 36.8%。水果出口量 85.97 万吨，环比增 0.8%，

同比增 13.2%；出口额 14.06 亿美元，环比减 3.0%，同比增

35.2%。2020 年 1-12 月份累计，我国水果及制品进口量 654

万吨，较上年减 10.4%，进口额 109 亿美元，较上年增 4.8%；

出口量 553 万吨，较上年增 12.3%，出口额 87.1 亿美元，较

上年增 16.9%。

（三）预计春节前后水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总体供应充

足，受节日消费拉动，水果需求增加，但新冠肺炎疫情点状散

发，客商备货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预计春节前后水果价格小

幅上涨。分品种看：柑橘品种春节后上市量逐步减少，预计价

格稳中有涨。梨因灾减产，供给偏紧，但苹果和柑橘对梨有消

费替代作用，同时河北疫情影响减弱，梨的市场流通将恢复正

常，抑制梨价上涨，预计价格涨幅有望收窄。苹果去库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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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冷库存量比上年同期高 150 万吨左右，年后出库压力较

大，1 月苹果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021 年 5 月）跌至每吨 6000

元，为 2018 年以来最低水平。随着产区气温回升，南方香蕉

供应增加，价格将小幅回落。



14

【本月特点】蔬菜价格季节性上涨明显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蔬菜市场供应充足，受“就地过年”影响，大中

城市蔬菜消费需求增长，物流及人工费用上涨相对明显，预计

菜价春节前高位运行，节后有望季节性回落。

【详情】

（一）蔬菜价格季节性上涨。近期全国大范围强寒潮给冬

春蔬菜生产和供应带来不利影响，山东泰安、枣庄暂停大白菜

地头砍收，湖北洋白菜，浙江、福建花椰菜均出现冻害，菜价

上涨较为明显。1 月份，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5.88

元，环比涨 19.8%，较近 3 年同期平均涨幅高 9.5 个百分点，

同比涨 13.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 26 种上涨，2 种下跌，其

中涨幅超过 30%的有 9 种，包括冬瓜（68.1%）、洋白菜（65.9%）、

六、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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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58.9%）、青椒（50.3%）、油菜（47.6%）、南瓜（46.1%）、

大白菜（42.9%）、大葱（40.3%）和白萝卜（31.1%）。

（二）2020 年，蔬菜贸易顺差小幅减少。12 月份，蔬菜

进口量 4.41 万吨，环比增 24.6%，同比增 39.6%，进口额 1.22

亿美元，环比增 25.8%，同比增 38.6%；出口蔬菜 111.47 万吨，

环比减5.7%，同比减1.6%，出口额14.15亿美元，环比减3.4%，

同比减 7.0%；贸易顺差 12.93 亿美元，环比减 5.5%，同比减

9.8%。2020年1-12月累计，进口量46.64万吨，较上年减7.1%，

进口额 10.40 亿美元，较上年增 8.6%，出口量 1198.53 万吨，

较上年增 3.0%，出口额 149.31 亿美元，较上年减 3.7%；贸易

顺差 138.91 亿美元，较上年减 4.5%。

（三）预计春节期间蔬菜价格保持高位运行。2020 年菜

价整体偏高，蔬菜效益好，农户生产积极性高。据农业农村部

农情调度，2021 年 1 月份全国蔬菜在田面积 8500 多万亩，同

比增 100 多万亩，其中“南菜北运”基地 3200 多万亩，北方

设施蔬菜 2700 多万亩，冬春蔬菜整体供给能力稳中有升。据

中央气象台预报，2 月份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整体较弱，全

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4℃，利于蔬菜生长。前

期受寒潮影响推迟上市的部分品种将在春节前后集中上市，预

计春节期间蔬菜供应有保障。冬春蔬菜生产、运输成本较高，

“就地过年”号召下城市节日消费增长，预计春节期间菜价较

往年同期偏高，春节后随气温回暖，有望转入季节性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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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马铃薯价格持续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图为马铃薯月均批发价。

【后期走势】在季节性波动和菜价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后

期马铃薯价格仍将持续上涨，但受需求走弱影响，在开学复工

前，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详情】

（一）库存马铃薯品质总体低于往年。1 月份，库存秋薯

是市场供应主体。去年秋薯主产区雨水偏多，高温高湿环境导

致去年秋薯含水量偏多和晚疫病偏重，库存马铃薯耐储性低，

腐烂风险大，品质较常年偏低。

（二）马铃薯价格持续上涨。1 月份，全国马铃薯批发均

价每公斤 2.45 元，环比涨 7.4%，同比跌 3.3%。马铃薯价格上

涨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节日效应。春节临近，采购备货需求旺

七、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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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拉动马铃薯价格季节性上涨。二是南方霜冻。1 月中旬，

南方多地出现大幅降温天气，持续低温天气使广东和福建部分

地区冬作马铃薯出现不同程度的冻害。三是公共卫生事件影

响。受河北、吉林等地新冠疫情影响，耐储存的马铃薯受到经

销商和消费者青睐，需求增加，同时部分地区运输成本增加，

运费上涨。

（三）马铃薯贸易呈现顺差状态。据海关统计，12 月份，

全国马铃薯出口量 4.05 万吨，同比减 29.3%，出口额 0.30 亿

美元，同比减 44.2%；进口量 1.39 万吨，同比增 10.0%，进口

额 0.17 亿美元，同比增 9.9%；贸易顺差 0.13 亿美元。从出

口目的地看，主要出口到越南、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日本，

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45.6%、22.5%、10.3%和 7.6%；从进口来源

地看，进口主要来源于美国、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分别占

进口总额的 37.5%、30.9%、12.3%和 10.9%。2020 年累计，全

国马铃薯出口量 49.99 万吨，较上年减 6.8%，出口额 3.65 亿

美元，较上年减 18.0%；进口量 10.27 万吨，较上年减 21.2%，

进口额 1.29 亿美元，较上年减 20.0%。主要出口到越南、中

国香港、日本和马来西亚，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32.7%、30.6%、

10.7%和 10.0%；进口主要来源于美国、土耳其、比利时和荷

兰，分别占进口总额的 41.3%、15.2%、11.4%和 11.1%。

（四）预计后期马铃薯价格持续上涨，但大幅上涨可能

性不大。受季节性波动和菜价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后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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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薯价格仍将持续上涨：一是季节性波动。2 月，新薯还没有

大量上市，市场供应仍以库存薯为主，随着库存薯逐渐消耗，

市场供求关系持续偏紧，受库存成本、供求关系影响，马铃薯

价格处于季节性上涨阶段。二是菜价高企。2 月份，蔬菜生产

进入淡季，菜价处于一年中的高位，马铃薯同其它蔬菜互为消

费替代品，蔬菜价格高企将拉动马铃薯价格上涨。但价格大幅

上涨可能性不大：一是节日采购备货基本结束，销区市场货源

储备充足，购销氛围转淡；二是节日期间，学校放假、工厂停

工，团体消费减少，消费需求逐步走弱；三是上年多数马铃薯

产区产量有所增加，产区库存薯数量总体偏多，市场货源相对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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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目前水产品市场供给充足，春节将至，消费需求

有所增加，预计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详情】

（一）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据中国农业信息网监测，1

月份，水产品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22.23 元，环比涨 3.3%，

同比涨 3.2%，监测的 68 家批发市场水产品日均交易量 6489

吨，环比增 1.4%，同比增 47.8%。

分种类看，淡水鱼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5.05 元，环比

涨 4.1%，同比涨 4.1%，日均成交量 5377 吨，环比增 1.9%，

同比增 47.4%；海水鱼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37.31 元，环比

涨 1.6%，同比跌 9.9%，日均成交量 769 吨，环比减 1.5%，同

八、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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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 47.9%；虾蟹类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69.28 元，环比

涨 15.0%，同比涨 30.6%，日均成交量 61 吨，环比减 0.5%，

同比减 5.6%；贝类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25.52 元，环比涨

6.8%，同比涨 14.5%，日均成交量 184 吨，环比减 1.9%，同比

增 85.3%。

（二）大宗淡水鱼苗种价格环比以跌为主。根据大宗淡水

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12 月份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

鱼、鲫鱼、鳊鱼苗种平均价分别为每公斤 19.3 元、13.6 元、

7.4 元、11.5 元、11.7 元、14.8 元和 12.4 元。鲢鱼、鳙鱼、

鲤鱼、鲫鱼和鳊鱼的苗种价格环比分别跌 11.8%、7.8%、13.0%、

9.7%和 13.1%，青鱼和草鱼的苗种价格环比分别涨 2.0%和

1.6%。与 2019 年 12 月份相比，青鱼和鳊鱼的苗种价格分别跌

3.4%和 5.9%，草鱼、鲢鱼、鳙鱼、鲤鱼和鲫鱼的苗种价格分

别涨 6.4%、3.7%、6.3%、0.5%和 10.9%。

（三）预计后期价格小幅上涨。目前渔业生产相对稳定，

特别是淡水鱼类上市量充足，但疫情多点散发可能影响短期、

局地水产品供应，石家庄、大连、吉林等地水产品批发市场均

在本轮疫情后出现成交量、成交额大幅下滑。受豆粕、鱼粉等

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影响，近期多地水产饲料价格上调。多地实

施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制度，集中检测、消杀、赋码。

春节将至，消费显著增加，水产品有望价格上涨、销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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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主要饲料产品价格上涨、高位运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国内饲料企业春节前集中备货，豆粕库存下降明

显，供应趋紧，预计价格波动上涨；国内优质饲用玉米供应不

足，终端需求旺盛支撑价格高位。预计主要饲料产品价格保持

高位运行。

【详情】

（一）主要饲料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高位运行。1 月份育

肥猪、肉鸡、蛋鸡配合饲料月均价分别为每公斤 3.47 元、3.49

元、3.21 元，环比分别涨 2.7%、2.0%、2.6%，同比分别涨 13.0%、

9.7%、11.1%。从周数据看，1 月第 3 周，育肥猪配合饲料价

格每公斤 3.41 元，与 2014 年 10 月第 2 周历史高位持平，蛋

禽和肉禽配合饲料价格每公斤分别为3.44和 3.15元，与 2014

九、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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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周价持平，较高位每公斤分别低 0.04 和 0.06 元。

（二）主要饲料原料价格高位运行。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春节临近，饲料企业提货加快，豆粕库存下降明显；受南美不

利天气因素影响，市场预期南美大豆产量减少，大豆国际期货

市场价格上涨，带动国内豆粕价格上涨。1 月份，国内豆粕均

价每公斤 3.81 元，环比涨 10.1%，同比涨 16.8%；山东地区

43%蛋白豆粕出厂价每公斤 3.73 元，环比涨 18.2%，同比涨

36.4%。市场预期玉米供应偏紧，普遍看好后期市场价格，饲

料企业及玉米加工企业提价采购粮源建立库存。1 月份，饲用

玉米均价每公斤 2.76 元，环比涨 6.2%，同比涨 32.2%。水产

养殖进入淡季，鱼粉需求下降，但受疫情以及港口装卸问题影

响，秘鲁部分船运有所延期，鱼粉库存减少，贸易商上调报价，

国内鱼粉价格快速上涨。1 月份，进口鱼粉均价每公斤 11.58

元，环比涨 7.5%，同比跌 6.2%。

（三）主要饲料原料进口同比增。据海关统计，12 月份，

饲用谷物原料（玉米、大麦、高粱和玉米酒糟）进口 380 万吨，

环比增 45.7%，同比增 269.1%；2020 年 1-12 月累计，进口 2498

万吨,较上年增 109.1%，主要进口来源国为美国（占进口总量

的 35.2%）、乌克兰（占 26.1%）、加拿大（占 8.1%）、澳大利

亚（占 6.4%）。12 月份，饲用蛋白原料（豆粕、菜粕、葵花籽

粕、豌豆和鱼粉）进口 61 万吨，环比减 71.1%，同比增 28.3%；

2020 年 1-12 月累计，进口 848 万吨,较上年增 30.8%，主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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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来源国为加拿大（占进口总量的 49.8%）、乌克兰（占 24.9%）、

秘鲁（占 7.7%）、美国（占 2.7%）。

（四）预计后期饲料产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饲料需求方

面，生猪存栏持续恢复，反刍养殖盈利较好，存栏增加，饲料

需求持续增长；肉禽养殖利润好转，补栏积极，饲料需求增长；

蛋禽养殖场（户）淘汰意愿增强，补栏、扩栏积极性低，饲料

需求或将减少；水产饲料需求进入淡季。主要原料供应方面，

豆粕：截至 1 月第 3 周，国内规模油厂豆粕库存 53 万吨，环

比减 45.5%，同比增 8.0%。因南美降雨延误巴西大豆收割，美

豆出口需求强劲，美豆价格保持强势运行，国内大豆进口成本

高企，压榨企业挺价意愿强烈，饲料加工企业春节前加紧备货，

豆粕需求旺盛，预计豆粕价格波动上涨。饲用玉米：畜禽饲料

需求强劲，国内优质饲用玉米供应不足，春节前饲料企业集中

采购备货，终端需求旺盛，预期玉米价格仍将维持高位运行。

鱼粉：1 月份以来，秘鲁本季鱼粉到港减少，且春节临近，饲

料企业积极提货，鱼粉库存有所下降，提振市场价格，截至 1

月第 4 周，国内港口进口鱼粉库存为 5.9 万吨，环比减 39.1%，

同比减 55.4%，后续随着到货量增加，预计市场价格震荡运行。

综合看，主要饲料原料玉米和豆粕维持上涨趋势，饲料产品价

格将保持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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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化肥价格继续小幅上涨

单位：元/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企业产品输出和

原材料输入时效性延长，考虑到春耕备肥需求增长、跨省调运

物流成本增加、原料价格高位运行，预计后期化肥价格将继续

保持上涨态势。

【详情】

（一）国内化肥价格继续上涨。1 月份，国产尿素平均出

厂价每吨 1841 元，环比涨 5.3%，同比涨 6.7%；磷酸二铵平均

出厂价每吨 2560 元，环比涨 4.9%，同比涨 16.4%；氯化钾平

均出厂价每吨 2038 元，环比涨 0.9%，同比跌 3.0%；国内复合

肥平均出厂价每吨 2224 元，环比涨 1.1%，同比涨 6.9%。国内

化肥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天然气限供，导致国内市场货

十、农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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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紧张；二是下游经销商对春耕市场行情看好，采购积极；三

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带动国内价格上涨。

（二）化肥进口同比下降，出口同比增加。据海关统计，

2020年1-12月累计，全国进口化肥1061万吨，较上年减4.5%，

进口额 28.8 亿美元，较上年减 18.2%；出口化肥 2917 万吨，

较上年增 6.5%，出口额 67.4 亿美元，较上年减 7.3%。全年尿

素进口主要来自荷兰、美国和法国，进口量占比分别为 42.1%、

16.2%和 11.8%；磷酸二铵进口主要来自摩洛哥，进口量占比

99.9%；氯化钾进口主要来自加拿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

口量占比分别为 40.6%、25.0%和 15.7%；复合肥进口主要来自

挪威、俄罗斯和比利时，进口量占比分别为 33.8%、23.0%和

19.2%。全年尿素主要出口至印度，出口量占比 58.1%；磷酸

二铵主要出口至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量占比分别为 32.5%和

13.3%；氯化钾主要出口至韩国和日本，出口量占比分别为

42.2%和 33.8%；复合肥主要出口至缅甸、菲律宾和莫桑比克，

出口量占比分别为 25.0%、19.9%和 17.2%。

（三）国际化肥价格涨势明显。1 月份，波罗的海地区小

颗粒散装尿素离岸均价每吨 271 美元，环比涨 14.8%，同比涨

27.2%。美国海湾地区二铵离岸价格每吨 415 美元，环比涨

10.4%，同比涨 49.3%。以色列氯化钾离岸价每吨 231 美元，

环比涨 1.3%，同比跌 3.3%。独联体 48%含量复合肥离岸价每

吨 280 美元，环比涨 4.5%，同比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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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计后期国内农资市场价格上涨可能性较大。春耕

备肥需求增长，跨省调运物流成本增加，原料价格高位运行，

预计后期化肥价格将继续保持上涨态势。尿素：以煤为原料尿

素企业开工率稳定在 70%左右，随着西南地区以天然气、焦炉

气为原料企业陆续恢复生产，市场供给或将有所增加，下游经

销商、复合肥企业春耕备货需求增加，再加上国际市场行情持

续向好，预计后期价格将保持上行。磷酸二铵：国际市场需求

强劲，出口离岸价格涨至每吨 420-430 美元，个别销往日本的

订单更是高达每吨 440 美元，折合人民币每吨比国内市场平均

价格高 282 元，部分企业销售重心向出口市场转移，导致国内

市场供应偏紧，预计后期价格将继续上涨。氯化钾：国产钾企

业开工稳定，发货正常，但受不同地区疫情防控政策要求，物

流运输时间延长，进口钾港口库存持续下降，贸易商挺价意愿

明显，随着春耕备肥需求增加，预计后期价格将小幅上涨。复

合肥：上游尿素、磷酸一铵、氯化钾等原料价格持续走高，支

撑复合肥成本，预计后期价格将保持小幅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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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天然橡胶价格基本平稳

单位：元/吨，美元/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主纵坐标为全乳胶上海、山东

市场均价，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主力合约月均价，次纵坐标为泰国 RSS3、印尼 SIR20、
马来西亚 SMR20 的离岸月均价。

【后期走势】国内产区处于停割期，泰国、越南等东南亚主产

区暂停生产，天然橡胶供应相对偏紧。国内橡胶制品企业节前

备货基本完成，需求偏弱。预计近期天然橡胶价格相对平稳。

【详情】

（一）天然橡胶供应充足。国内产区处于停割状态，无新

增原料供应。东南亚主产区气候总体良好，据天然橡胶生产国

联合会（ANRPC）估计，1 月份泰国产量同比增 40.7%，越南同

比增 11.1%，新增供给较为充足。

（二）天然橡胶现货价格总体平稳。1 月份，全乳胶上海、

山东市场均价每吨 13775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12.9%；混合

十一、天然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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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山东市场均价每吨 11889 元，环比涨 2.0%，同比跌 0.6%。

泰国 RSS3 均价每吨 2404 美元，折人民币 15578 元，环比跌

2.4%，同比涨 58.2%；印尼 SIR20 均价每吨 1583 美元，折人

民币 10258 元，环比跌 2.0%，同比涨 5.3%；马来西亚 SMR20

均价每吨 1622 美元，折人民币 10511 元，环比涨 1.2%，同比

涨 7.5%。不同产品环比涨跌不一，但涨跌幅度较小。

（三）天然橡胶期货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同比上涨。1 月

份，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RU2105）收盘均价每吨 14394

元，环比跌 2.0%，同比涨 11.2%。东京工业品交易所橡胶主力

合约（JRU2106）结算均价每千克 240.4 日元，折人民币每吨

14424 元，环比跌 1.4%，同比涨 18.6%。

（四）2020 年天然橡胶和混合胶进口量总和比上年增

14.1%。据海关统计，12 月份，我国进口天然橡胶 29.12 万吨，

环比增 6.7%，同比增 18.1%；混合橡胶 29.08 万吨，环比减

2.6%，同比减 17.2%；进口浓缩乳胶 7.96 万吨，环比增 56.7%，

同比增29.4%；烟片胶1.65万吨，环比减 11.8%，同比减23.6%。

2020 年累计，进口天然橡胶 230 万吨，较上年减 6.3%，进口

额 30.76 亿美元，较上年减 6.3%；混合橡胶 353 万吨，较上

年增 32.9%，进口额 47.80 亿美元，较上年增 32.2%。

（五）预计近期天然橡胶价格相对平稳。供给方面：国内

产区仍处停割期，无新增原料供应。泰国、越南等东南亚主产

区橡胶树从北往南陆续进入落叶转换期，暂停橡胶生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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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主产区割胶劳动力流动，天然橡胶月度产量将下降。预计

近期我国天然橡胶供应相对偏紧。需求方面：2020 年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45 万亿元，比上年增 4.1%，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 4%，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 24.4%，利于天然

橡胶下游企业增强信心。2020 年载货汽车产量较上年增 20%，

大型拖拉机增 56%，轮胎配套市场保持较强需求。天然乳胶手

套需求保持旺盛，石油价格继续上涨，美国新政府经济刺激政

策预期，利好天然橡胶市场。下游制品企业节前原料储备基本

完成，轮胎制造企业开工率连续小幅下降，天然橡胶消费进入

季节性低谷。2020 年公路旅客周转量比上年减 47.6%，预计短

期内仍难以恢复，轮胎替换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合成橡胶价格

相对低迷，保持对天然橡胶的替代优势，预期天然橡胶需求偏

弱。综合判断，供给和需求均趋弱，预计近期天然橡胶价格相

对平稳。



牛羊肉价格稳中有涨。春节前牛羊肉消费需求旺盛，价格小幅上

涨。1月份，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8.10元，环比涨1.8%，同比涨5.6%；

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5.87元，环比涨3.1%，同比涨5.8%。

禽肉、禽蛋价格低于去年同期。2020年四季度以来，肉禽、蛋禽产

能有所缩减，春节前消费需求旺盛，禽肉、禽蛋价格环比上涨，但由于

产能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价格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月份，活鸡集市均

价每公斤20.25元，环比涨3.5%，同比跌11.6%；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22.10元，环比涨2.7%，同比跌9.3%；鸡蛋零售均价每公斤10.65元，环

比涨12.6%，同比跌2.8%。

蔬菜价格上涨明显。强寒潮天气影响蔬菜生长采收，河北疫情

影响南菜北运，物流价格涨幅较大。1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

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5.88元，环比涨19.8%，较近3年同期平均

涨幅高9.5个百分点，同比涨13.7%。分品种看，蔬菜月均价环比涨幅

超过30%的有9种，包括冬瓜（68.1%）、洋白菜（65.9%）、花椰菜

（58.9%）、青椒（50.3%）、油菜（47.6%）、南瓜（46.1%）、大白

菜（42.9%）、大葱（40.3%）和白萝卜（31.1%）。

本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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