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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要点 

 

玉米现货方面，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玉米期货大幅上涨，但从整体来看玉米

市场价格依然延续震荡趋势，区间有所上移。本周临储玉米拍卖成交量价齐降，6

月 8 日-9 日国家临储玉米总投放量 354 万吨，较上周减少了 361 万吨，总成交率

42%，较上周下降 34%，成交均价也下降 40-70 元/吨不等。随着成交溢价下降，

贸易商出货情绪也在逐步升温，但陈粮出库效率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支撑，预计

短期关注前期高点。 

深加工方面，深加工产品需求一般，盈利缩窄，价格主要受原料玉米价格支

撑，企业开工率有所下降，利润空间回落，淀粉库存积累，供应压力凸显。  

从期货盘面来看，玉米及淀粉难改震荡态势，震荡区间上移，关注前期高点

1731。 

 

 

 

 

 

 

 

 

 

 

 

玉米拍卖成交量价齐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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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米基本面分析 

1.1. 期现继续维持正基差状态                                                                                                                                                                                                                                                                                                                                                                                                                                                                                                                        

图 1.1.1：玉米基差变化 图 1.1.2：2013 年-2017 年玉米基差变化 

  

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2. 仓单继续减少 

2017 年 6 月 9 日，注册仓单减少到 20023 张，目前东北现货价格有所走弱，玉米期货

维持震荡，期现保持正基差状态，但注册仓单持续回落。 

图 1.2.1：玉米注册仓单量 图 1.2.1：玉米历年注册仓单量 

  

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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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货价格下跌 

据博亚和讯网，截至 6月 9日，东北港口玉米价格下降，锦州港平舱价 1610-1640元/

吨，鲅鱼圈港平舱价 1620-1650元/吨，广东港口散粮成交价 1730-1750 元/吨；东北深加工

企业挂牌价格 1350-1430元/吨，华北深加工企业挂牌 1660-1730元/吨，价格涨跌互现，南

方销区报价稳定，购销暂显清淡。 

图 1.3.1：现货价格（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据博亚和讯网，截至 2017年 6月 9 日，大连港口平舱价下跌至 1600-1630元/吨。  

图 1.3.2：大连历年平仓价对比（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据 wind 显示，截止 6 月 5 日，北方库存是 342 万吨，南方库存是 40.3 万吨，库存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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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南北港口及主要地区价差（单位：元/吨） 图 1.3.4：港口周度库存对比（单位：万吨） 

  

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3.5：玉米与其他农产品的比较（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4. 猪价持续小幅上涨 

本周生猪均价持续小幅上涨，由于猪价低廉，叠加频繁的降雨，近期猪肉消费量有

所增加。虽然猪价上涨，但养殖户出栏积极性并不高，大都处于观望中，市场猪源偏紧，

屠宰企业收购难度加大。 

据博亚和讯，2017 年 6 月 9 日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 13.43 元/公斤，较 6 月 8 日

增加 0.06 元/公斤；仔猪均价为 35.23 元/公斤，较 6 月 8 日增加 0.11 元/公斤；今日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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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均价 18.69 元/公斤，较 6 月 8 日增加 0.06 元/公斤。今日猪料比价为 5.09：1，较 6

月 8 日增加 0.02 元/公斤；猪粮比 8.08：1，较 6 月 8 日增加 0.04 元/公斤。 

图 1.4.1：生猪价格（单位：元/千克） 

 

资料来源：博亚和讯 

 

1.5. 玉米竞拍热度继续降低 

目前，国内玉米市场主要关注重心在国储玉米拍卖情况上，据汇易网消息，6 月 8

日-9 日国家临储玉米总投放量 354 万吨，较上周减少了 361 万吨，总成交率 42%，较

上周下降 34%，投放和成交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一区，其中分贷分还和定向销售

成交降幅较大。2013 年产分贷分还玉米吉林省成交均价 1354 元/吨，内蒙古成交均价

1390 元/吨，周比下降 10 元/吨，2013 年产包干玉米辽宁省成交均价 1442 元/吨，周比

下降 40 元/吨，2013 年产定向玉米黑龙江省成交均价 1120 元/吨，周比下降 70 元/吨；

预估拍卖玉米进厂成本在 1220-1540 元/吨。同时，山东深加工玉米挂牌价 1710-1770

元/吨，区间范围周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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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淀粉基本面分析 

1.6. 淀粉现货价格维持低位 

图 2.1.1：玉米淀粉现货价（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7. 国内玉米淀粉价格持稳 

国内玉米淀粉价格持稳，部分玉米副产品报价回调，吉林省深加工补贴 200 元，

每生产一吨玉米淀粉理论盈利约 360 元/吨，山东省一吨淀粉理论亏损约 188 元/吨；玉

米酒精行情平稳，DDGS 成交价回落，黑龙江省深加工补贴 300 元，每生产一吨玉米

酒精理论盈利约为 985 元/吨。 

图 2.2.1：国内部分产区玉米深加工利润走势图（单位：元/吨） 图 2.2.2：盘面加工利润（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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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由下图可知，受玉米副产品价格回调，玉米深加工的加工利润缩减。 

图 2.2.3：玉米蛋白粉价格（元/吨） 图 2.2.4：玉米纤维价格 图 2.2.5：玉米胚芽价格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8. 淀粉开机率下降 

行业开机率继续维持在 74.43%。 

图 2.3.1：玉米淀粉开机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9. 淀粉库存统计 

据 wind 统计，截至 5月 31日，淀粉的库存量达 410600吨，较上周继续增长，创两年

新高。 

图 2.4.1：玉米库存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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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10.淀粉出口量呈现增长态势 

图 2.5.1：玉米淀粉出口量（单位：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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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结与展望 

2.1. 玉米，关注前高 

玉米现货方面，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玉米期货大幅上涨，但从整体来看玉米市场价

格依然延续震荡趋势，区间有所上移。本周临储玉米拍卖成交量价齐降，6 月 8 日-9 日

国家临储玉米总投放量 354 万吨，较上周减少了 361 万吨，总成交率 42%，较上周下

降 34%，成交均价也下降 40-70 元/吨不等。随着成交溢价下降，贸易商出货情绪也在

逐步升温，但陈粮出库效率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支撑，预计短期价格继续呈震荡态势。

从期货盘面来看，玉米 1709 关注前期高点 1731。 

图 4.1.1 连玉米 1709 日线期价走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2.2. 淀粉继续以反弹对待 

深加工方面，深加工产品需求一般，盈利缩窄，价格主要受原料玉米价格支撑，企

业开工率有所下降，利润空间回落，淀粉库存积累，供应压力凸显。 从期货盘面来看，

玉米淀粉继续以反弹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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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玉米淀粉 1709 日线期价走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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