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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是三月中旬，产区苹果现货贸易较上周出现明显升温，但总体

上仍不及往年，不同区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部分地区如山东栖霞、

陕西富县、甘肃静宁等地客商采购较为积极，山西地区交易仍旧难有起

色。目前，在产区冷库货源剩余可销售时间较短，在当前产区冷库高库

存、低出库率，销售压力颇大的局面下，为了抓住销售机会，果农顺价

走货心理占据主流，各地果农货价格出现明显下跌，由于对后市悲观的

预期，客商并未积极入市采购，而是依旧随采随销，防止存货跌价风险。

目前产区优质货占比较少，中低质量货数量较多，优质和中低质量货价

格走势出现明显分化，中低质量货特别是山西纸加膜富士价格明显下

跌，优质货价格依旧稳定。销区市场方面，面对临近的清明节假期，各

地开始着手清明备货，叠加产区苹果价格下跌，下游消费者接受意愿变

强，苹果销售局面出现好转。结合目前的局面来看，后期好货价格存在

一定支撑，AP1805合约价格贴水于现货，但苹果市场总体弱势的局面

难改，AP1805或以弱势震荡行情为主。对于 AP1810合约，由于市场

尚未对交割品形成共识，后期仍有下跌空间。

短期弱势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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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行情回顾

在产区现货市场各地中低质量货价格普遍下跌的局面下，本周苹果期货

主力合约周一大幅跳水，随后弱势震荡，周五出现一定幅度反弹。截止周五

收盘，AP1805合约较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下跌 164，跌幅为 2.27%。

AP1810合约走势不同于 AP1805合约，在 AP1810技术面偏强以及市场反

套交易的带动下，AP1810整体表现偏强，截止周五收盘，AP1810较上周

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上涨 109，涨幅为 1.73%。交易活跃度方面，由于本

周苹果主力合约结束前几周的反弹，重回下跌走势，市场交易热情有所降温，

截止本周五收盘，AP1805合约交易 3,924,942手，较上周出现一定程度减

少。AP1810合约交易总手数为 600,762手，较上周也出现一定程度下跌。

图 1：苹果期货活跃合约涨跌数与涨跌幅

资料来源：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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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货行情

本周是三月中旬，产区苹果现货贸易较上周出现明显升温，但总体上仍

不及往年，不同区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部分地区如山东栖霞、陕西富县、

甘肃静宁等地客商采购较为积极，山西地区交易仍旧难有起色。目前，在产

区冷库货源剩余可销售时间较短，在当前产区冷库高库存、低出库率，销售

压力颇大的局面下，为了抓住销售机会，果农顺价走货心理占据主流，各地

果农货价格出现明显下跌，由于对后市悲观的预期，客商并未积极入市采购，

而是依旧随采随销，防止存货跌价风险。目前产区优质货占比较少，中低质

量货数量较多，优质和中低质量货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分化，中低质量货特别

是山西纸加膜富士价格明显下跌，优质货价格依旧稳定。销区市场方面，面

对临近的清明节假期，各地开始着手清明备货，叠加产区苹果价格下跌，下

游消费者接受意愿变强，苹果销售局面出现好转。产区行情以栖霞地区为例，

目前果农 80#以上一二级货价格 2—2.8元/斤左右，果农 80#以上三级货价格

1.3—1.6元/斤，价格明显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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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苹果期货活跃合约涨跌数与涨跌幅

资料来源：中国苹果网 南华期货研究所

3、各类水果批发价格表现

春节假期过后，主要水果价格总体上出现回升，根据农业部公布的周度

数据显示，本周全国香蕉批发平均价格出现上升，本周价格从上周的 5.31元

/公斤涨至 5.37元/公斤；香梨从上周的 8.07元/公斤跌至 8.13元/公斤；全国

苹果批发平均价表现较强，从上周的 6.64元/公斤涨至 6.74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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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各类水果批发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4、我国苹果进出口情况

2018年 1月我国苹果出口数量为 110218吨，较上月减少 63782吨，

环比降幅为 36.6%，同比降幅为 31.1%。

图 4：我国苹果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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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我国辽宁、广东、上海、天津四地进口数量总和为 4171吨，较上月

增加 804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893吨。

图 5：我国主要地区苹果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5、后市行情判

结合目前的局面来看，后期好货价格存在一定支撑，AP1805合约价格

贴水于现货，但苹果市场总体弱势的局面难改，AP1805或以弱势震荡行情

为主。对于 AP1810合约，由于市场尚未对交割品形成共识，后期仍有下跌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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