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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最低收购价政策发布 小麦价格高位回落 

——十一月第二周小麦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小麦市场价格及行情 

元/吨 10 月 26 日 11 月 9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484 2495 0.4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于 10 月 30 日发布公告显示，2021 年国家继续在小

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

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2021 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

价为 1.13 元/斤，比 2020 年上调 0.01 元/斤。上调幅度 0.01 元/斤，比之前市

场预计的低。小麦最低收购价上调是今年疫情影响下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20 元/吨的涨幅既不会对当前粮价带来较大刺激，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种

植成本上涨后所产生的生产压力，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国粮信 11 月供需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小麦产量为 1.34 亿吨，比上年增

加 41 万吨，增幅 0.3%，其中冬小麦产量为 1.2659 亿吨，比上年增加 2.2 万吨，

2020/21 年度小麦新增供应量为 14100 万吨，同比增加 324 万吨。考虑餐饮业将

逐步恢复，以及小麦进入饲用领域数量有所增加，预计 2020/21 年度国内小麦消

费总量为 13127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959 万吨。其中，食用消费为 9180 万吨，

比上年度增加 80 万吨；饲料消费及损耗为 2400 万吨，比上月增加 400 万吨，比

上年度增加 850万吨；工业消费为 95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30万吨。预计 2020/21

年度小麦进口量为 700 万吨，同比增加 283 万吨。全国小麦供求结余量为 972 万

吨，比上月减少 400 万吨，比上年度减少 635 万吨。 

进入 11 月，随着市场主体购销心理转变，华北地区小麦价格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回落。一是持粮主体销售库存小麦的意愿增强，二是用粮主体前期市场采购

及政策竞拍粮源陆续到货，放缓采购节奏。从 10 月份到 11 月 4 日的四次交易会，

政策性临储小麦共成交了 952.28 万吨小麦。三是“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市场热

度下降。之前市场普遍预计最低收购价会抬升 0.01-0.02 元/斤，但实际上涨幅

度为 0.01 元/斤，稳定了小麦未来的上涨幅度。四是近期玉米价格回落，小麦饲

用需求减少，也使得小麦价格高位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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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 9 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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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20 元/吨，河

北邯郸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80 元/吨，下降 1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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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态势。截至到 11 月 9 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

庄地区进厂价为 2580 元/吨，平稳，但较 10 月底上涨 40 元/吨；郑麦 366 河南

郑州地区进厂价为 2570 元/吨，平稳，较 10 月底上涨 60 元/吨；济南 17 山东菏

泽地区进厂价为 2620 元/吨，平稳，较 10 月底上涨 70 元/吨。 

二、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由于前期小麦价格持续上涨，面粉企业制粉成本增加，为保持加工利润，华

北和山东地区企业小幅上调面粉出厂价格。截止到 11 月 9 日，河北石家庄地区

制粉企业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2900 元/吨，平稳，较 10 月底上涨 70 元/吨；山东

济南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2950/吨，平稳，较 10 月底上涨 20 元/吨；河南郑

州地区特一粉出厂价格为 2980 元/吨，平稳。 

面粉企业开机率提升后，麸皮供应量增加，本周麸皮价格平稳。截至 11 月

9 日，河北石家庄麸皮出厂价 1940 元/吨，平稳，山东济南 1940 元/吨，平稳，

河南郑州 1930 元/吨，平稳。 

三、小麦交易情况 

11 月 4 日，国家最低收购价小麦计划投放 400.08 万吨，实际成交 224.47

万吨，成交量较上周减少 45.44 万吨，成交率 56.11%，较上周下降 11.6 个点，

成交均价 2343 元/吨，较上周下跌了 13 元/吨。 

虽然近两期政策性小麦竞价交易成交情况有所降温，但与往年相比仍保持了

较高的成交率。降温的原因是前期成交数量较大，企业均建立了一定库存，明年

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也使得企业对未来小麦涨幅有合理的预期，同时，华北地区

玉米价格下降，也放缓了政策性小麦的采购节奏。 

据统计，截至 11 月 4 日政策性小麦交易完成后，2020 年以来国家临储小麦

累计投放量 11714.2925 万吨，实际成交量 1681.6465 万吨，同比增加 1467.1457

万吨；其中江苏地区成交 330.4581 万吨，安徽地区成交 311.3839 万吨，河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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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交 514.3729 万吨，河北地区成交 200.3724 万吨，山东地区成交 245.2368

万吨，湖北地区成交 79.7478 万吨。截至 11 月上旬，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

量 8219 万吨，同比下降 1114 万吨；其中 2014-2016 年产小麦 3505 万吨，2017

年产小麦 1847 万吨，2018 年产小麦 136 万吨，2019 年产小麦 2109 万吨，2020

年产小麦 615 万吨。 

四、新麦播种情况良好 

北方冬麦区大部气温偏高，墒情适宜，利于冬小麦幼苗生长。北方大部冬小

麦处于出苗至三叶期，部分进入分蘖期；黄淮西南部、江淮处于播种出苗期，江

汉、西南地区大部处于播种期。截至 11 月 6 日，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

别为 24%、76%，一类苗较上周减少 1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增加 2个百分点。 

预计未来 10 天，北方冬麦区大部多晴好天气，降水偏少，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 1～4℃，气象条件利于冬小麦播种出苗和幼苗生长；河北中南部、安徽北

部等地土壤缺墒可能持续。预计未来 11-20 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全

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

有 10～30 毫米降水，上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多，利于农

田土壤增墒，河北中南部、安徽北部等地土壤缺墒状况有望改善；气象条件总体

利于北方冬小麦冬前生长。 

五、后市预测 

当前小麦进厂价格已与拍卖粮到厂成本基本持平，加上玉米价格高位回落，

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也稳定了市场预期。10 月以来政策性小麦成交数量巨大，

国内小麦市场供给充裕，预计后期小麦价格继续上涨难度增加、空间有限。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杨春懿） 

 

 

东北新粳稻上量价稳 国储加投晚籼保供 

——十一月第二周稻谷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及市场行情 

近期，东北地区新季水稻收割工作基本完成，10 月中旬前后黑龙江省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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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虎林等地遭遇降雪天气，经了解主要是提高了局部的收割成本，收获量并未

受到明显影响。从已收获的情况看，东北地区新季水稻总体质量高于去年水平，

其中黑龙江圆粒粳稻出米率基本高于 66%，以 68%左右的居多，水分略高于常年，

总体产量或呈现持平略增态势。 

目前，东北地区新季水稻收购有序进行，多元主体收购积极性较高，农户惜

售不明显，其中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地区价格略高于托市价运行，吉林、辽宁由于

种植品种收购价普遍高于托市价。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显示，截止到 11 月

10 日，黑龙江新季圆粒粳稻收购价 2660～2700 元/吨，周环比上涨 20 元/吨，

较去年同期略高 40-60 元/吨，其主要原因是新粳稻质量高于去年水平，因此开

秤价就高于去年。 

目前，南方地区中晚籼稻上市量明显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分已经较开市

时有所下降，质量较好的稻谷占比也有所提高，但市场优质优价仍然明显，企业

仍在提价收购符合质量要的稻谷。但 11 月 6 日国储加投 50 万吨中晚稻，市场供

应得到丰富，加之托市还未启动，市场价格上涨冲动受到抑制。 

近期，北京及北京周边的稻米加工企业反映稻谷入厂价总体较前期略有提

高。唐山曹妃甸稻米加工园区的企业表示，随着水分的下降和收购主体的增加，

近期唐山、天津当地新粳稻收购价上涨较为明显，从 10 月中下旬的 2400 元/吨

上涨至 2760 元/吨，东北新粳稻入厂价在 2860 元/吨左右，较上周上涨 10 元/

吨左右。企业同时表示，今年南方籼稻受气候影响较大，多元主体认为质量、产

量均有下降，因此质量较好的籼稻价格持续高位运行，除了对江苏、安徽等地区

的粳稻有拉动作用外，也逐步影响了河北、天津、山东等华北地区粳稻产区的粳

稻价格，目前已上涨至 2760-2800 元/吨左右。 

二、近期交易情况 

国储方面：近期，南方地区籼稻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北方地区粳稻，为此

国家调整了国储销售品种，从 11 月 6 日起暂停了粳稻的销售，加投 2018、2019

年产中晚籼稻 50 万吨，加上之前一直销售的早籼稻，每周投放量在 110 万吨左

右。由于 18、19 年产中晚稻底价总体较高，在补充粮源的同时，也将对农户售

粮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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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新粳稻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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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情况如下： 

 

三、USDA：预计印度大米产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 2020/21 年度印度大米产量达到创纪录

的 1.2 亿吨，播种面积达到 4450 万公顷。稻米单产预计良好，因为季风降雨条

件理想，没有重大的天气问题和病虫害。预计 2020/21 年度印度大米出口增加

18%，达到 1230 万吨，因为价格具有竞争优势，出口需求强劲。 

四、后期预测 

就目前收获情况看，东北新粳稻处于较好年景，供应较为充足，黑龙江省稻

价预计在托市价上下运行，由于商品量巨大，后期启动托市的可能性较大；南方

地区籼稻需求强劲，这和早籼稻及中晚籼稻的生产情况直接挂钩，预计价格可能

处于偏高位置，江苏、安徽甚至华北地区粳稻价格都可能受到拉动。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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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季玉米陆续上市，玉米价格高位回调 

——2020 年十一月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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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11 月 9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2420 2410 -0.41% 

沈阳地区 2470 2460 -0.40% 

哈尔滨地区 2330 2330 0% 

石家庄 2480 2500 0.81% 

青岛地区 2590 2570 -0.77% 

蛇口港口 2580 254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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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11 月 9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800 1800 0%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620 2570 -1.91% 

近期，国内玉米价格滞涨回调。截止到 11 月 9 日，全国玉米平均价为 2523

元/吨，较 11 月 2 日的 2534 元/吨，下降了 11 元/吨，跌幅为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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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廊坊，三河，丰宁为主），较

前期略有下降。 

二、市场行情 

目前国内玉米价格出现回调，我们认为后期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主

要原因有四方面： 

一是 9 月份东北发生的台风灾害对产量影响有限，台风前玉米产量基本形

成，今年玉米仍是丰收年景，后期玉米上市量将集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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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华北地区小麦与玉米价格出现倒挂，迫使部分饲料企业使用小麦替代玉

米。近期最低收购价小麦成交量明显好转，正是由于饲料企业采购量增加，一定

程度上可以抑制玉米价格上涨。 

三是前期成交的临储玉米和一次性储备玉米仍在继续出库供应市场。 

四是玉米及替代谷物进口数量明显增加。今年 1-9 月我国进口玉米和高粱、

大麦等替代品已达 1773 万吨，同比增加 617 万吨。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

目前我国企业已采购 2020 年度美国新季玉米超过 1000 万吨。2020 年度高粱进

口有望达到 600 万吨，同比增加 230 万吨。 

（1）产区情况 

前段时间，由于受风灾倒伏影响，今年东北玉米收割进度缓慢，新季玉米上

市姗姗来迟。进入 11 月份，新玉米上市量逐渐增加，产区及港口玉米价格略有

回调。从时间节奏上来看，11 月中下旬，随着新粮上市量逐渐增加，用粮企业

前期的拍卖陈粮库存消化殆尽，逐渐进入新粮采购期，新粮需求将明显增加，烘

干塔、贸易商等也进入存粮高峰期。玉米现货购销市场可能进入供需两旺格局。 

目前东北地区玉米收获基本结束，烘干粮供应能力提高，华北自然干玉米上

市，东北和华北产区玉米收购价格均已涨至高位，东北潮粮价格当前处于高位（主

要是下游需要建库存，特别是东北深加工企业，建库及留住粮源都迫使东北深加

工必须提价收粮），随着新粮的上市，基层农户对玉米价格逐渐认可，部分农户

选择愿意主动售粮，随着玉米上市量加大，东北、华北产区及南北方港口均出现

玉米收购价格冲高回落现象。缺少利多因素支撑，玉米期货市场高位回落，也引

导市场对现货价格短期走弱的预期。 

截止 10 月 30 日全国主产区玉米售粮进度 11%，较去年同期 9%略快 2个百分

点，部分企业上量增加，本周深加工企业价格小幅调整 10-50 元/吨。此外，黑

龙江北部、辽宁东部本周有短时降雨（雪）出现，但持续时间有限，对玉米上市

难构成明显影响，干燥天气有助新季玉米陆路运输上市。 

（2）需求情况 

养猪恢复奠定需求基础。今年生猪存栏持续大幅回升，奠定了玉米需求趋势

性好转的基础。截至到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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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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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数为 29.56 元/公斤，较上周的 28.88 元/公斤上涨了

0.49 元/公 斤，涨幅为 1.70%；较去年同期的 39.37 元/公斤下跌了 9.81 元/公

斤，跌幅为 24.90%。本周全国生猪外购仔猪头均利润为 1311.44 元/头，较上周

五的 1155.50 元/头增加了 155.94 元/头，增幅为 13.50%，较去年同期 1828.69

元/头的盈利水平减少了 517.25 元/头，降幅为 28.30%。 

（3）港口情况 

本周，基层售粮意愿增加，打压本周北方港口玉米价格下跌 50-60 元/吨。

北方港口玉米价格下跌，加之需求疲软牵制行情，本周广东港口玉米价格下跌

30-50 元/吨。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新玉米上市压力下，国内玉米价格将出现小幅回落，但回落空间

仍然有限。一是玉米市场仍存在产需缺口，价格长期看涨情绪仍然存在；二是国

内新玉米逐渐上市，市场各主体正处于建库存阶段，许多企业仍在等待市场价格

回落后大量收购，尤其是部分饲料企业库存仍然偏低，这将有效制约后期玉米价

格的下跌幅度。预计短期内国内玉米价格维持震荡整理的格局。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USDA 报告利多 美豆再创新高 

——十一月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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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11 月 10 日 比较 

全国三级豆油平均价 7504 7761 3.42% 

天津三级豆油价格 7420 7740 4.31% 

巴西进口成本价 7313 7538 3.07% 

阿根廷进口成本价 7313 7538 3.07% 

美国进口成本价 9075 9456 4.19% 

截止到 11 月 10 日豆油期货主力 7476 元，下跌 28 元，沿海一级豆油现货报

价 7700－7800 元/吨。 

二、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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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市场 

近期，国际豆类市场涨势依旧不断，截止 11 月 10 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

豆期货市场收盘上涨，创下期约新高，因为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11 月份供需报告

利多。截至收盘，大豆期货上涨 11 美分到 35.50 美分不等，其中 1月期约收高

35.50 美分，报收 1146 美分/蒲式耳；3月期约收高 35.25 美分，报收 1144 美分

/蒲式耳；5 月期约收高 35 美分，报收 1141.50 美分/蒲式耳。 

根据美国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大豆期末库存下调幅度超出市场预期，

较 10 月份预测值调低了 1亿蒲式耳，至 1.90 亿蒲式耳。这是七年来的最低期末

库存。另外，该报告将美豆单产从 10 月预估的 51.9 蒲式耳/英亩下调至 50.7 蒲

式耳/英亩，产量因此从 42.68 亿蒲下调至 41.7 蒲式耳。此前市场对美豆单产的

平均预期为 51.6 蒲式耳/英亩，预测范围为 50.8-52.5 蒲式耳/英亩，最新单产

数据已经低于市场预期范围。本次报告前市场对美豆出口的调增抱有预期，但是

USDA 给的出口数据与上月保持一致仍为 22 亿蒲式耳。南美方面，在干旱天气影

响下，截至 10 月 22 日，巴西 2020/21 年度大豆播种进度为 23%，高于一周前的

7.9%，巴西大豆种植进度已经大幅落后往年同期，处于 10 年来最低水平。巴西

大豆播种进度放慢，集中出口时期也将顺延，这将利于美豆延长销售季并去库存。 

南美方面，根据咨询机构 AgRural 公布的播种率显示，巴西大豆全国播种

率为 42%，去年同期为 46%，五年均值为 44%，近期播种速度加快，接近历史同

期水平，市场炒作热情降温，使美豆出现短暂调整。但鉴于目前美豆的紧平衡格

局，经不起南美天气的风吹草动，近日天气预报显示，目前巴西关键产区仍然偏

干燥，阿根廷主要产区整体干燥，对后面产量或造成威胁，美豆在本月初重新回

归多头，目前主力合约期价已创出历史新高，触及 1100 美分/蒲式耳。 

2、国内市场 

近期我国油脂市场表现良好，除受国际市场推动以外，我国豆油库存已经连

降三周及豆油收储传言再起，油脂基本面偏多等因素均对近期市场形成支撑。 

根据天下粮仓统计显示，截止 11 月 6 日当周大豆开机率小幅回升，全国各

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2095580 吨（出粕 1655508 吨，出油 398160 吨），较上周

2093480 略增 2100 吨，增幅 0.10%，当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 59.85%，

较上周的 59.79%增幅 0.06%。豆油库存方面，截至 10 月 30 日当周，国内豆油商

业库存总量 125.12 万吨，较此前一周的 127.26 万吨降 2.14 万吨，降幅为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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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个月同期 133.67 万吨降 8.55 万吨，降幅为 6.4%，较去年同期（2019 年第

44 周）的 125.655 万吨降 0.535 万吨，降幅 0.43%，五年（2015-2019 年）同期

均值 136.64 万吨。 

进口方面：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10 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比去

年同期提高 41%，因为之前延误的巴西大豆船货清关，而且美国大豆到货量增长。

10 月份中国进口大豆 869 万吨，高于去年同期的 618 万吨，但是低于 10 月份的

进口量 980 万吨，因为巴西大豆出口季节接近尾声。大豆进口量同比提高的原因

在于，和去年相比，今年初国内大豆压榨利润丰厚，促使油厂订购了大批巴西大

豆。国内养殖业从非洲猪瘟疫情的打击中复苏，有助于提振大豆压榨利润。10

月份美国大豆到货量也开始增长。国内进口商已经开始增加采购四季度和明年初

到货的美国大豆，因为这也是美国大豆出口的传统高峰季节。此外，中国为了履

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在加大采购包括大豆在内的美国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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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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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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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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11 月 3 日进口大豆交易结果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近期粮油市场分析报告  

- 12 - 

11 月 4 日最低收购价小麦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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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9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