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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市场行情分析· 
面粉销售旺季不旺 小麦高位小幅震荡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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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 11 月 30 日 较上期 

全国小麦价格 2482 2477 0.20% 

近期小麦市场价格较为稳定，一是因为当前面粉销售不旺，面粉企业整体开

工率有所回落，部分制粉企业销售利润不佳，利空小麦价格。二是因为临近年底，

部分贸易商有还贷压力，惜售心态松动，市场流通粮源数量增加。三是尽管目前

部分地区玉米价格再度呈现上涨态势，但市场上小麦的供给比较充裕，因此此番

玉米价格的上涨未能有效地刺激饲料企业重返小麦竞拍市场，玉米对小麦的价格

传递效应有所减弱。 

但是小麦价格下跌的可能性也不大，面粉处于一年中的销售旺季，近期华北

地区玉米价格仍高于小麦价格，最低收购价小麦到厂价格也是有效支持支撑。 

截至 12 月 7 日，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的进厂价格为 2480 元/吨，较一周前

（下同）下降 1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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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优质小麦价格小幅上涨。截至到 12 月 7 日，藁优 2018 河北石家庄地区

进厂价为 2600 元/吨，平稳，较两周前上涨 20 元/吨；郑麦 366 河南郑州地区进

厂价为 2600 元/吨，平稳，较两周前上涨 30 元/吨；济南 17 山东菏泽地区进厂

价为 2640 元/吨，平稳，较两周前上涨 20 元/吨。 

二、面粉及副产品市场行情 

近段时间以来，面粉市场“旺季不旺”现象依然明显，各地销售以刚性需求

为主，价格基本维持稳定。近期各地面粉销售节奏仍然偏慢，部分中小型面粉企

业利润状况明显下滑，面粉价格继续平稳运行。监测显示，12 月 2 日，华北面

粉企业整体开工率 48%，周环比回落 1%，月环比下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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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12 月 7 日，河北石家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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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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面粉企业开机率整体偏低，麸皮产出受限，在面粉价格上涨乏力的情况

下，企业上调麸皮价格意愿较强，利好麸皮价格。截至 12 月 7 日，河北石家庄

麸皮出厂价 1910 元/吨，上涨 70 元/吨，山东济南 1930 元/吨，上涨 70 元/吨，

河南郑州 1930 元/吨，上涨 70 元/吨。 

三、小麦交易情况 

政策性小麦竞价交易虽依旧不温不火，但近来成交量也基本稳定在 60-70 万

吨，增减幅度均不大，说明市场购销已重归理性。 

12 月 2 日，国家举行最低收购价小麦竞价交易，投放量为 403.29 万吨，实际成交 71.52

万吨，较上周增加 4.04 万吨，最高成交价 2400 元/吨，最低成交价 2210 元/吨，成交

均价 2342 元/吨。 

11 月国家政策性小麦共进行了四次拍卖，累计投放量为 1603.37 万吨，实

际成交 448.85 万吨，较上月减少 278.96 万吨；平均成交率为 29.99%，较上月

下降 30.74%。高于上年同期的 11.9 万吨。 

2020 年 1-11 月，国家临储小麦拍卖累计成交 2020.8 万吨，远高于上年同

期的 234.6 万吨。由于成交量同比大幅增加，国家临储小麦“去库存”速度加快。

截至 11 月底，国家临储小麦剩余库存数量 7999 万吨，同比下降 1314 万吨。其

中 2014-2016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3390 万吨，2017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1781 万吨，

2018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130 万吨，2019 年产国家临储小麦 2076 万吨，2020 年

产国家临储小麦 615 万吨。 

四、新麦长势良好 

北方大部冬小麦处于分蘖期，新疆大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和华北北部进入越

冬期；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冬小麦大部处于三叶至分蘖期。全国冬小麦一、

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1%、78%，一类苗较上周减少 1 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增

加 1 个百分点。 

北方冬麦区要根据冬小麦苗情、墒情做好麦田分类管理，尚未越冬地区要注

意控制麦苗旺长，确保后期安全越冬。内蒙古中西部等牧区需做好牲畜的防寒保

暖工作，在冷空气来临前加固棚舍，防范降温天气的不利影响。 

五、后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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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国家临储小麦投放量较大，最低收购价小麦每周投放量基本维持在 400 万吨

水平，节前的小麦市场供需格局将会维持充裕。目前面粉销售呈现“旺季不旺”

特点，制粉企业做多小麦库存欲望不高，这将会抑制小麦价格继续上涨，预计小

麦价格高位窄幅震荡。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杨春懿） 

 

 

新稻持续上市 国内稻谷价格总体平稳 

——十二月第二周稻谷市场行情分析报告 

 

一、价格及市场行情 

截止到 12 月 7 日，粳稻全国平均价为 2915 元/吨，较上周持平。11 月 26 日，

吉林省储备粮管理公司发布《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储备粮收购价格通知》，其中

稻谷国标三等优质品种收购价为 1.51 元/斤，普通品种收购价为 1.46 元/斤（延边

地区为 1.43 元/斤）。受此影响，吉林地区粳稻价格总体高于黑龙江：截止到 12

月 7 日，北京企业在吉林市周边地区收购新产圆粒粳稻价格为 2820 元/吨（水分

15%，出米率 67%，每增加或减少 1%米率增加或降低 2 分钱），收购新产超级稻

价格为 2980 元/吨（水分 15%，出米率 65%，每增加或减少 1%米率增加或降低

2 分钱）；吉林企业在通化市辉南县收购新产超级稻价格在 3000-3140 元/吨（按

照每一个出米率 0.025 元/斤计算），当地储备粮公司按照三等 3020 元/吨（等级

差 40 元/吨）收购超级稻；吉林长春德惠县稻米加工企业新产超级稻收购价 2940

元/吨（水分 15%左右，出米率 66%），白城某企业超级稻收购 2980 元/吨（水分

16%，出米率 67%）、绥靖 18（长粒）收购价 2980 元/吨（水分 15%，出米率 64%）；

吉林省某贸易企业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绥化等地收购普通圆粒新粳稻，价格为

2680 元/吨，水分要求在 15%左右，出米率要求 66%以上，至榆树运费 120-140

元/吨，到库价 2800-2820 元/吨。 

截止到 12 月 7 日早籼稻全国平均价为 2535 元/吨，较上周持平；中晚籼稻

全国平均价为 2810 元/吨，较上周持平。前期市场对新季中晚籼稻需求强劲，优

质籼稻走货速度较前期提升，支撑其价格坚挺运行。但随着国家临储籼稻持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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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量陈粮流入市场，供需偏紧的格局逐步好转，限制了中晚籼稻价格的走强。 

截止到 12 月 7 日，北京周边的稻米加工企业收购价较上周保持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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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2800 元/吨。 

二、近期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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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投放的中晚稻逐步进入市场，交易成交量特别是中晚稻的成交量

逐步趋降，12 月 4 日成交中晚稻 29.67 万吨，较 11 月 27 日的 38.57 万吨下降了

23.07%，成交均价也略有下调，总体看热度下降。 

 

三、2020 年 1-10 月大米进口同比下降 

近期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 10 月份我国稻米进口量为 15.93 万吨，进口量

环比增加 0.45%，进口量同比减少 10.06%。2020 年 1-10 月我国累计进口大米

181.64 万吨，累计进口量同比下降 3.19%。进口价格方面，10 月份，我国稻米

平均进口单价为 450.80 美元/吨，进口均价环比增长 1.60%，进口均价同比下降

1.45%。 

10 月份我国稻米出口量为 22.27 万吨，出口量环比增加 22.00%，出口量同

比减少 11.11%。1-10 月份我国累计出口稻米 209.67 万吨，累计出口量同比减少

12.78%。出口价格方面，10 月份我国稻米出口均价为 328.02 美元/吨，出口均

价环比下降 10.41%，同比减少 8.91%。 

四、后期预测 

黑龙江启动托市收购，各类主体补库积极性较好；其他粮食品种价格高位运

行，稻农挺价愿望较强。东北地区粳稻市场存在一定支持因素，预计后期将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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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购价的基础上偏高运行。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程汲） 

 

 

玉米价格延续上涨，空间还有多大？ 

——2020 年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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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2 月 7 日 涨/跌幅 

长春地区 2480 2510 1.21% 

沈阳地区 2540 2580 1.57% 

哈尔滨地区 2430 2460 1.23% 

石家庄 2500 2540 1.60% 

青岛地区 2580 2610 1.63% 

蛇口港口 2620 270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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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2 月 7 日 涨/跌幅 

长春大成 1800 1800 0% 

山东西王淀粉 

（挂牌） 
2600 2640 1.54% 

近期，本周国内整体玉米价格继续上涨。截止到 12 月 7 日，全国玉米平均

价为 2596 元/吨，较 11 月 30 日的 2559 元/吨，上涨了 37 元/吨，涨幅为 1.45%。 

据了解，近期北京地区饲料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继续上调，北京周边企业

收购价维持在 2600—2620 元/吨之间（主要以河北廊坊，三河，丰宁为主），较

前期延续上涨。 

二、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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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国内整体玉米价格延续涨势，截止本周五，国内玉米现货指数 2547 元/

吨，较上周五（11 月 27 日）2502 元/吨上涨 45 元/吨，较去年同期 1838 涨 709

元/吨，涨幅 38.57%。 

我们认为，目前玉米价格走高有几方面原因：一是由于 3次台风等灾害天气，

东北地区玉米收获期推迟 10 天至 20 天，新玉米上市慢于往年，11 月份雨雪天

气又影响了玉米上市节奏，用粮企业提价收购掌握粮源。二是倒伏玉米收获成本

增加，推动价格上涨。三是年度玉米产需有一定缺口，用粮企业和贸易商收粮存

粮意愿强。四是社会资金充裕，资本炒作期货价格。此外，国内畜禽养殖持续向

好，饲料粮需求稳步回升。 

（1）产区情况 

截至目前，黑、吉、内蒙古三地农民玉米销售进度在二至三成，辽宁超过三

成，华北产区农民售粮进度二至五成，山东售粮进度同比偏慢。 

11 月底以来，雨雪过后，在东北玉米深加工企业大幅提价的引领下，东北

潮粮价格刷新历史纪录：30%水分潮粮价格突破 1 元/斤（黑龙江多达 0.95 元/

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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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及

各深加工处于抢粮状态，且眼下随着价格持续拉涨，东北部分贸易商建库屯粮意

愿较高，市场可流通粮源偏紧，东北基层农户更是捂粮惜售情绪高涨，本周深加

工企业为刺激上量，纷纷上调收购价，周比上涨 30-110 元/吨。引起本轮华北地

区价格大范围小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雨雪原因，直接造成了高速封路，交通

不畅，玉米到货量骤减。 

需求情况 

生猪恢复形势继续巩固，预计到年底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水平的目

标。畜禽养殖持续向好，饲料粮需求持续好转。监测显示，11 月份玉米淀粉行

业平均开工率 69%，环比提高 2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玉米酒精行

业平均开工率 55%，环比提高 6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深加工行

业消费环比继续好转，玉米酒精行业（含燃料乙醇）开工率同比下降主要是受原

料品种替代影响。 

（3）港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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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产区玉米价格持续上涨，港口贸易商均建库屯粮，提振本周北港价格继

续上涨 40-45 元。北方港口玉米价格上涨，加之南北方倒挂带来支撑，提振南方

港口玉米价格周比继续上涨 10-40 元/吨，南方港口高价抑制饲企采购需求，成

交未有明显提升，预计短线或仍以高位强势格局运行。 

三、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东北部分贸易商惜售情绪松动，卖粮意愿有增加迹象。同时，

12 月 3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通气会，据悉，今年国内粮食产量

预计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六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当前玉米价格已经涨至

较高水平，并且正处于农民售粮高峰期，预计短期内玉米价格缺乏上涨支撑，涨

幅有限。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临近消费旺季 油脂市场高位盘整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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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2 月 7 日 比较 

全国三级豆油平均价 8151 8310 1.95% 

天津三级豆油价格 8120 8250 1.60% 

巴西进口成本价 8060 8270 2.61% 

阿根廷进口成本价 7974 8185 2.65% 

美国进口成本价 9920 10039 1.20% 

截止到目前，国内沿海一级豆油主流价位集中在 8290-8410 元/吨，较上周

五涨 150-250 元/吨不等。目前全国一豆价格指数 8330 元/吨，较上周五 8130 元

/吨涨 200 元/吨，周比涨 2.46%。 

二、市场行情 

1.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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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因主要石油生产国同意从 1 月份开始每日仅微幅增产 50 万桶，

而市场对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再度燃起希望，同时英国批准—种新冠疫苗，这提振

人们对需求复苏的希望，本周国际原油震荡走高，截止本周五下午 15： 00，美

国 WTI 原油 1月期货报于每桶 46.23 美元,较上周五 45.53 涨 0.7 美元。 

虽然南美天气改善导致近几日美豆期价持续承压回落并逼近 1150 美分关

口，这令成本端给国内豆类油脂提振效应有所减弱，加上船运调查机构给出的

11 月近 17%的出口降幅之后，马来西亚政府称不计划在明年延长免 CPO 出口关税

引发市场对后期产地出口的担忧，这也令上半周棕油期价领衔国内油脂期价下

跌，共同导致上半周豆油现货承压震荡下滑。 

不过随着豆粕库存压力扩大导致胀库停机油厂增加，上周油厂压榨量因此大

降至 184 万吨周比降 9.5%，本周或进一步降低至 180 万吨左右，国内豆油商业

库存随之降至 115 万吨周比降 2%，沿海港口食用棕油和菜油库存亦处相对低位，

双节将至背景下传统包装油备货旺季也将逐步启动，另外作为两大国企之一的中

储粮旗下各地油厂近期豆油基本都不对外报价，或侧面体现了国内豆油收储政策

仍在有序进行，此前市场传言国储将收储 100 万吨豆油，豆油基本面偏多格局未

改。同时印尼周四宣布即日生效毛棕油出口税从 55 美元大幅调到 180，24 度棕

油从 35 美元调到 140，推动下半周国内外棕油期价止跌大涨，给豆油市场带来

外溢效应，下半周国内豆油现货逐步回升，完全收复上半周失地并重新止跌转涨。 

因巴西天气改善提振产出前景，及部分多头获利了结，本周美豆期价震荡下

跌，截止本周五，CBOT 大豆 1 月合约报为 1169.25 美分，较上周五 1191.75 跌

22.5 美分，本周美豆油继续下跌，截止本周五下午 15：00，CBOT 豆油 1月合约

报为 37.86 美分，较上周五 38.43 跌 0.57 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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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连豆油震荡上涨，但买家入市积极性进一步下降，本周国内豆油总体成

交继续减少，天下粮仓统计显示本周全国主要工厂的散油成交量为 67070 吨，较

上周的 100030 吨降 32960 吨，降幅 32.95%。其中本周豆油现货共成交 43270 吨，

远月基差共成交 23800 吨；相比之下，上周共成交 100030 吨，其中豆油现货共

成交 44730 吨，远月基差共成交 55300 吨。 

豆油库存方面，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导致豆油产出量减少，上周豆油库存也

继续下降。截至12月4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107.929万吨，较上周的115.10

万吨降 7.171 万吨，降幅为 6.23%，较上个月同期 123 万吨降 15.071 万吨，降

幅为 12.25%，较去年同期（2019 年第 48 周）的 99.635 万吨增 8.294 万吨，增

幅 8.32%，五年（2015-2019 年）同期均值 128.2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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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9 周（11 月 28 日-12 月 4 日），豆粕库存压力不减及加上日照地

区重污染，应环保要求，日照工厂减产，本周大豆开机率如期下降，全国各地油

厂大豆压榨总量 1789680 吨（出粕 1413847 吨，出油 340039 吨），较上周 1843280

降 53600 吨，降幅 2.9%，当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 51.11%，较上

周的 52.64%降幅 1.53%。未来两周开机率重新回升，天下粮仓网预测下周（第

50 周）油厂压榨量预计在 195 万吨左右，预计（第 51 周）压榨量将升至 200 万

吨。 

进口方面：12 月 7 日，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

激增，因为中国买家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从美国订购的大豆通关。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1 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达到 959 万吨大豆，比 10 月份

的进口量870万吨提高1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的进口量828万吨提高15.8%。 

在今年 1月中旬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中国买家加快采购美国农

产品，特别是在下半年。此外，随着国内养猪业从 2018 年非洲猪瘟疫情中复苏，

中国饲料需求强劲增长，也推动中国买家在年初大量采购巴西大豆。 

不过，随着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在近期创下 12 美元/蒲式耳的四年多高点，中

国进口大豆的压榨利润减少甚至转亏，一些油厂已经暂停生产，促使中国买家取

消美国大豆船货。 

三、后期预测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豆油库存依旧偏低，尤其是华北、山东区域提货困难，

而且国内豆油市场已经进入元旦、春节需求旺季。预计短期内豆油市场整体维持

稳中偏强格局运行。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叶研） 

 

 

·本市储备粮油交易·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十一次竞价交易结果 

  

2020 年 12 月 10 日，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举办了 2020 年市储备粮油第十

一次竞价交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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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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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会员。 

本次交易会竞价销售小麦 1.98 万吨（含 714 库 0.46 万吨），销售进口加麦

1.02 万吨，采购大豆原油 0.99 万吨。共有 19 家企业报名参加，销售小麦、采

购大豆原油全部成交，销售进口加麦部分流标。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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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1.98 1.98 100% 
2440 

（714 库 2410） 
2480 2430 2463 

进口加麦 1.02 0.26 25.61% 2600 2600 2600 2600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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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0.99 100% 8400 8400 8400 8400 

（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国家储备粮油交易· 
12 月 1 日内蒙古玉米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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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最低收购价小麦、新疆临储小麦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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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12 月 4 日最低收购价稻谷(2017-2019 年)交易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