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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面粉销量一般小麦市场平淡 

——十一月第四周小麦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小麦市场价格及行情 

元/吨 11 月 23 日 11 月 16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479 2487 -0.32% 

11 月下旬国内小麦价格仍以稳定为主，面粉销售不温不火，比较平淡，经

销商备货不积极，生产厂家维持低开机率生产。小麦经过前期价格回调之后，市

场粮源到货量减幅明显，因此生产企业停止下调小麦收购价格。 

另一方面，近期面粉企业购买的陈麦数量巨大，阻碍企业采购今年新麦的积

极性。数据显示，十一过后共进行 5次最低收购价小麦竞价交易，累计成交 1038

万吨，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26 万吨，近期面粉企业前期购买的陈麦陆续出库，陈

小麦库存水平持续上升，并且后期面粉企业仍可参与竞拍补充陈麦库存。 

截至 11 月 23 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90 元/吨，较一周前

（下同）平稳，河北衡水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80 元/吨，平稳，河北邯郸普

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80 元/吨，平稳，山东济南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80

元/吨，平稳，河南郑州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40 元/吨，平稳。 

近期优质小麦价格仍保持稳定。截至到 11 月 23 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庄

地区进厂价为 2580 元/吨，平稳，平稳；郑麦 366 河南郑州地区进厂价为 2570

元/吨，平稳；济南 17 山东菏泽地区进厂价为 2620 元/吨，平稳。 

二、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近期部分中小型面粉企业下调开机水平。监测显示，11 月 18 日，华北面粉

企业整体开工率 50%，周环比回落 1%，其中大型面粉企业开工率在 70%以上,中

小型企业普遍在 30～60%。面粉销售一般，而小麦价格依旧高企，制粉成本较高，

大部分面粉企业为保持合理利润水平也没有下调面粉出厂价格，面粉价格平稳运

行。截止到 11 月 23 日，河北石家庄地区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2920 元/

吨，平稳；山东济南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2980/吨，平稳；河南郑州地区特一

粉出厂价格为 2980 元/吨，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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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麸皮价格高位运行，部分饲料企业减少麸皮用量，贸易商对于麸皮的采

购节奏也有所放缓，利空麸皮价格。然而面粉企业整体开机率回落，麸皮市场供

应量减少，制约价格跌幅。截至 11 月 23 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1880 元/

吨，上涨 60 元/吨，山东济南 1880 元/吨，上涨 50 元/吨，河南郑州 1910 元/

吨，上涨 60 元/吨。 

三、小麦交易情况 

11 月 18 日，国家举行最低收购价小麦竞价交易，投放量为 401.99 万吨，

实际成交 70.85 万吨，较上期减少 15.2 万吨；成交率为 17.62%，较上期下降

3.95%；成交均价 2339 元/吨，较上期小幅上涨 4元/吨。 

从各地区的交易结果来看，各地区对小麦的参拍热情并不高，多是按需所拍。

由于增加了新疆地区临储小麦投放，最高成交价和溢价明显，其他地区基本为低

价成交居多。 

11 月 19 日我中心举办了北京市第十次交易会，本次交易会计划销售 2015

年产小麦 2.61 万吨，实际成交 2.15 万吨，成交率为 82.42%，销售底价为 2450

元/吨（714 分库为 2440 元/吨），成交最高价为 2500 元/吨，最低价为 2440 元/

吨，平均价为 2486 元/吨。计划销售 2015 年产进口加麦 1.81 万吨，实际成交

43.86%，成交价格为底价 2600 元/吨。 

四、新麦播种情况良好 

截至 11 月 20 日当周，全国大部农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6℃，利于冬

小麦幼苗生长、油菜播栽成活、南方晚稻成熟收晒以及柑橘等瓜果品质提升和采

收。17-19 日，中东部地区出现一次较大范围降水降温过程，降水利于农田增墒，

前期部分农田旱情得到有效缓解，但强雨雪降温天气对畜牧业和设施农业生产不

利。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截至 11 月 11 日，北方大部冬小麦处于三叶至分蘖期；

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大部地区冬小麦处于播种至出苗期，局部进入三叶至分蘖期。

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3%、76%，一类苗占比比上周减少 1 个百分

点，二类苗占比与上周持平。 

五、后市预测 

近期小麦购销比较平稳，面粉销售节奏偏慢，面粉企业开机率有所回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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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成交量巨大，企业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前期成交。进入 12 月份，随着面粉企

业整体开机率逐步好转，预计小麦购销将有所好转。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杨春懿） 

 

 

黑龙江启动托市 农户惜售心理加剧 

——十一月第四周稻谷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及市场行情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复，自 11 月 12 日起在黑龙江省内符合条件的相关地区启

动 2020 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与 2019 年相比黑龙江启动托市时间提前

了整一个月；2020 年生产的粳稻(三等)最低收购价为 2600 元/吨，等级价差 40

元/吨，与 2019 年持平。由于托市预案公布时间不长，托市库点也刚刚公布，实

际还没有形成规模收购，目前市场收购主力以中储粮收购轮换粮和加工企业收购

为主，价格较上周略涨 20 元/吨，集中在 2680-2700 元/吨；但近期农户、持粮经

纪人惜售心理受托市支持明显加强，中储粮、加工企业挂牌收购量在本周减少明

显，有条件的加工企业直接赴地头收购，价格在 2600 元/吨左右，数量也不多。

据黑龙江多元主体预计，国储大规模收购托市粮要等到 11 月底。 

截止到 11 月 23 日，黑龙江中储粮正在收购轮换粮，价格为 2680-2700 元/

吨，水分要求在 15%左右，出米率要求在 66%以上；仓储购销企业在齐齐哈尔

收购水分要求在 15%左右、出米率要求 66%以上圆粒粳稻价格为 2680 元/吨。 

截止到 11 月 23 日，北京周边的稻米加工企业收购价略有上涨。唐山曹妃甸

园区稻米加工企业反映，企业近期在天津、唐山、山东局地收购圆粒粳稻，当地

收购价集中在 2760-2800 元/吨，较两周前上涨了 40 元/吨，企业表示一方面是新

稻水分自然下降，另一方面是各类收购主体收购积极性较高形成竞争。 

二、近期交易情况 

地方储备方面：10 月 28 日，天津市宝坻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竞价采购 2020

年国产粳稻谷 1.20 万吨，采购底价为 2800 元/吨，实际全部以底价成交，交易中

心了解此批粳稻为天津本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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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十次竞价

交易会。公开竞价采购 2020 年产粳稻 9.77 万吨，实际全部成交，采购底价为 3140

元/吨，最高价为 2990 元/吨，最低价为 2950 元/吨，成交均价为 2969 元/吨。 

国储方面：目前，国储仍在销售 2017-2019 年的早籼稻和中晚籼稻，每周投

放量在 160 万吨左右。11 月 20 日一周中晚稻成交量达到 46.70 万吨，反映出目

前中晚稻需求强劲。 

 

三、近期泰国大米价格上涨 

本周泰国大米出口价格上涨，创下近两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因为供应担忧，

而大米需求依然低迷不振。泰国破碎率 5%大米报价涨至 475-485 美元，高于一

周前的 470-480 美元。一位曼谷贸易商称，目前新稻尚未上市，造成价格上涨。 

四、后期预测 

黑龙江于 11 月 12 日启动粳稻托市预案，在政策干预下粳稻价格将维持在托

市价上下运行。但短期看有一点因素值得关注：今年玉米价格高位运行，中储粮、

象屿等大型企业销售了大量的库存，空仓较多，今年粳稻质量好，企业轮换补库

积极性很高，但农户惜售心理又开始增强，在十一月底托市收购规模开展之前，

收购价格都将由这些企业维持在略高于托市价的水平上，后期将逐步趋近于托市

价。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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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旺盛，玉米价格止跌反弹 

——2020 年十一月第四周玉米市场分析报告 

 

一、国内主要价格行情 

国内主要产区、港口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产区名称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2420 2420 0% 

沈阳地区 2470 2500 1.21% 

哈尔滨地区 2360 2400 1.69% 

石家庄 2440 2460 0.82% 

青岛地区 2570 2580 0.39% 

蛇口港口 2550 2600 1.96% 

东北、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单位：元/吨 

企业名称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800 1800 0%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520 2590 2.78% 

近期，本周国内整体玉米价格止跌反弹。截止到 11 月 23 日，全国玉米平均

价为 2546 元/吨，较 11 月 16 日的 2526 元/吨，上涨了 20 元/吨，涨幅为 0.79%。 

据了解，近期北京地区饲料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略有下调，北京周边企业

收购价维持在 2500—253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廊坊，三河，丰宁为主），较

前期稳中略涨。 

二、市场行情 

 新作上市压力已阶段性释放，中下游需求和贸易企业或已启动新一轮补库，

带动玉米价格继续上涨。东北产区生猪养殖恢复和玉米深加工产能扩张，玉米供

需趋于紧张，当地需求企业担心玉米外流，补库积极性最高；华北产区则因为有

小麦饲用替代的影响，补库积极性整体略低于东北产区；南方销区除了小麦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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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进口玉米、高粱和大麦陆续成为供应的补充，相对而言，补库积极性最低。 

（1）产区情况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19 日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迎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此

次降雪后东北地区气温也随之降低，未来一周黑龙江地区气温普遍下调至-10-12

℃，农户存粮条件优于前期，低于农户心里预期价位，农户售粮意向或显一般，

后续来看贸易商压价收货或难上量，预计下周东北产区玉米价格偏强运行。后续

东北地区气农户低于心理价位售粮意向或显一般。另外产区收粮主体较多，收货

心态较为积极，东北玉米价格仍有上涨可能。 

华北市场在深加工企业价格连续上调之后，由于短期内贸易商出货积极性逐

渐增加，玉米价格继续上调空间有限。南方市场玉米现货供应一般，需求有明显

提升，可替代品对玉米价格牵制力较强，下周南方玉米价格跟随产区偏强运行，

但涨幅有限。 

（2）需求情况 

饲料消费是玉米消费的主力军，约占玉米总消费的 60%。饲料玉米消费又分

为猪饲料、禽饲料和其他饲料，其中猪饲料玉米消费量约占饲料玉米消费总量的

半壁江山。据悉，某龙头企业大北农集团的人士称，近期生猪养殖恢复较快，也

拉动了饲料需求，玉米供应趋紧加剧，饲料厂都在“求货”。财新记者在东北玉

米主产区看到，从小“粮贩子”到加工厂商，都挂出了近几年玉米收购新高价。 

农业农村部表示，2020 年前三季度新建投产 125 万个规模猪场，1.34 万个

空栏规模猪场复养。截至 9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达到 3.7 亿头，恢复到 2017 年

末的 84%；能繁母猪存栏达到 3822 万头，恢复到 2017 年末的 86%。同时，到 2020

年 9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持续 12 个月提高，生猪存栏也持续 8 个月提高，

10 月份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10 月底能繁母猪同比增长 28%，生猪存栏同比增

长 20.7%。因此，从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大幅增长看，本年度我国生

猪饲料消费将较上年度继续惯性增长。 

据天下粮仓对东北、山东、河北等地区的 82 家淀粉企业进行调查，本周国

内玉米淀粉企业玉米加工量为 751060 吨，较上周 763860 吨减少 12800 吨；降幅

在 1.67%，本周淀粉产出量 525742 吨，较上周 534702 吨减少 8960 吨，减幅在

1.68%，本周淀粉行业开机率为 70.98%，较上周 72.19%减 1.21 个百分点；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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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 73.46%降 2.48 个百分点。 

（3）港口情况 

东北产区玉米价格上涨，且港口贸易商有建库意愿，提振本周北港价格继续

上涨 15-20 元。南北港口玉米倒挂均带来支撑，且大连盘玉米继续再度突破 2600

给予市场支撑，提振南方港口玉米价格周比上涨 35-50 元，预计短线或以高位偏

强格局运行。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今年主产区玉米减产再加上政策粮减少，市场可预见的供应偏紧，

交易商对远期市场普遍看好，东北部分贸易商建库屯粮意愿较高，且东北地区近

期出现了大范围雨雪天气，道路封路，影响玉米购销，且预报未来仍有降雪，阶

段性的流通受限仍会提振市场，预计短期内玉米价格将维持高位震荡。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利多消息不断 豆油市场远期可期 

——十一月第四周豆油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行情 

豆油价格对比表 

单位：元/吨 11 月 17 日 11 月 24 日 比较 

全国三级豆油平均价 8062 8031 -0.38% 

天津三级豆油价格 8040 8000 -0.49% 

巴西进口成本价 8086 8289 2.51% 

阿根廷进口成本价 8000 8203 2.53% 

美国进口成本价 9812 10061 2.53% 

截止到 11 月 24 日豆油期货主力 7680 元，下跌 164 元，沿海一级豆油现货

报价 8000－8080 元/吨。 

二、市场行情 

1.国际市场 

自美国农业部最新报告公布以来，市场一直在吸收报告利多所带来的利好，

近期国际豆类市场表现依旧良好，截止 11 月 24 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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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收盘互有涨跌，呈现近弱远强的格局。截至收盘，大豆期货下跌 0.25 美分

到上涨 1.50 美分不等，其中 1 月期约收低 0.25 美分，报收 1191.25 美分/蒲式

耳；3月期约收高 0.75 美分，报收 1193.25 美分/蒲式耳；5月期约收高 1美分，

报收 1192 美分/蒲式耳。成交最活跃的 1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174 美分到 1194 美

分。11 月 23 日，1月期约盘中一度涨至 2016 年 6 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12 美元。

经过近期价格上涨后，多头获利平仓抛售，给近期期约构成一定的压力。不过南

美天气干燥一直令人担忧新豆产量前景，而美国大豆出口需求一直非常强劲，因

此继续支持远期期约。 

南美方面，尽管拉尼娜天气加剧了干旱，但是由于播种面积增加，巴西明年

初收获的大豆产量仍有可能创下历史新高。AgRural 分析师丹尼尔·西奎拉表示，

尽管播种季节初期的天气"非常不典型"，但巴西大豆产量仍可能高于 2019/20 年

度的 1.25 亿吨。近期巴西出现了非典型的干旱天气，大豆价格已经升至 6年来

的最高水平，因为人们担心随着中国加快采购，供应将会减少。但分析师和农户

表示，还有时间改善作物条件。基于趋势单产，AgRural 预测 2020/21 年度巴西

大豆产量达到 1.322 亿吨，因为播种面积将同比增长 3.6%。AgRural 将会根据未

来几周的天气对产量预测做出调整。目前大多数大豆处于发芽和植物生长期，单

产潜力仍有时间恢复。 

2、国内市场 

近期我国油脂市场依旧良好，油厂压榨量回升使得豆油供应压力增加，但在

饲料用油增加以及收储支撑下，豆油消费表现强劲，豆油现货价格在前期持续冲

高后，有所放缓。 

开机率方面，根据天下粮仓统计显示，2020 年第 47 周（11 月 14 日-11 月

20 日），因部分油厂豆粕库存有压力，被迫停机或者减产，本周大豆开机率再度

下降，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2035680 吨（出粕 1608187 吨，出油 386779

吨），较上周 2120080 降 84400 吨，降幅 3.98%，当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

用率）为 58.14%，较上周的 60.55%降幅 2.41%。因部分豆粕胀库及临近月底，

油厂有停机计划，未来两周压榨量将继续下降。 

豆油库存方面，虽然油厂开机率继续回升，但上周豆油库存依旧继续下降，

主要是豆油渠道需求依旧良好，且国有企业收储仍在继续。截至 11 月 13 日当周，

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17.91 万吨，较上周的 121.84 万吨降 3.93 万吨，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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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23%，较上个月同期132万吨降14.09万吨，降幅为10.67%，较去年同期（2019

年第 45 周）的 113.5 万吨增 4.41 万吨，增幅 3.89%，五年（2015-2019 年）同

期均值 132.52 万吨。 

进口方面：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0 月进口的美国大豆

数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因美国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后订购的船货抵

港。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从美国进口 340 万吨大豆，较去年同

期的 114.7 万吨大增 196.4%。9 月进口量为 117 万吨；美国大豆自 10 月起开始

主导中国市场。中国 10 月亦买进 423.3 万吨巴西大豆，较去年同期的 379.3 万

吨增加 11.6%。9 月进口巴西大豆 725 万吨，南美大豆季节即将进入尾声。中国

10 月一共进口 869 万吨大豆，较去年同期增加 41%。 

从主要供应国的情况看，巴西仍然是头号供应国。10 月份中国从巴西进口

大豆 423.31 万吨，较上月 724.51 万吨减少 301.2 万吨，减幅 41.57%。较去年

同期 379.32 万吨增加 43.99 万吨，同比增幅 11.60%；1 至 10 月份中国从巴西

进口大豆的总量为 6035.74 万吨，较去年同期 4898.38 增加 1137.36 万吨，同比

增幅 23.22%。 

10 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 339.95 万吨，较上月 116.86 万吨增加 223.09

万吨，增幅 190.90%。较去年同期 114.73 万吨增加 225.22 万吨，同比增幅

196.30%；1 至 10 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总量为 1401.04 万吨，较去年同期

1129.45 增加 271.59 万吨，同比增幅 24.05%。 

10 月份中国从阿根廷进口大豆 81.3 万吨，较上月 100.37 万吨减少 19.07

万吨，减幅 19.00%；较去年同期 96.01 万吨减少 14.71 万吨，同比减幅 15.32%；

1 至 10 月份中国从阿根廷进口大豆的总量为 682.73 万吨，较去年同期 606.92

增加 75.81 万吨，同比增幅 12.49%。 

三、后期预测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国际市场利多主导，国内也正处于食用油消费旺季，因

此预计豆油价格将多保持坚挺。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张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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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储备粮油交易·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九次竞价交易结果 

  

2020 年 10 月 27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九

次竞价交易会。本次竞价交易会采用网上竞价的交易方式，参会单位是本次销售

或采购货物承储库以外的加入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购销及经营企业资

源库会员。 

本次交易会竞价销售 2015 年产进口加麦 1.38 万吨（存放地：北京），竞价

销售 2015 年产小麦 3.90 万吨（存放地：北京），竞价采购大豆原油 0.50 万吨。

共有 19 家企业报名参加，销售进口加麦部分流标，销售小麦全部成交，采购大

豆原油全部流标。 

第九次粮油竞价交易销售结果 

单位：万吨、元/吨 

品种名称 计划销售量 中标总量 中标率 竞卖底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进口加麦 1.38 0.87 62.51% 2640 2640 2640 2640 

小麦 3.90 3.90 100% 2450 2520 2450 2500 

 

第九次粮油竞价交易采购结果 

单位：万吨、元/吨 

品种名称 计划采购量 中标总量 中标率 竞买底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平均价 

大豆原油 0.50 0 0% 7500 0 0 0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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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11 月 18 日最低收购价小麦、新疆临储小麦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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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9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