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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走势回顾 

进入 4 月份，玉米价格延续弱势。饲用需求刚刚有起色的情况下便遭

遇禽流感冲击。采购心态降至冰点。而在供应方面，随着春播的临近，农

户急于卖粮，手中余粮快速减少。产区价格走低后，贸易商发往港口利润

能够得到保证，导致集港量快速上升，北方港口库存刷新历史高位，在一

系列的因素影响下，玉米价格以下跌为主。 

 

图1: 北方港口玉米平舱价 

 

资料来源: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二、美国玉米价格延续调整 

2013 年 4 月份公布的数据结果显示，美国 2012/13 年度玉米收割面积

预估为 8740 万英亩，3 月份预估为 8740 万英亩。美国 2012/13 年度玉米种

植面积预估为 9720 万英亩，4 月份预估为 9720 万英亩。美国 2012/13 年度

玉米产量预估为 107.8 亿蒲式耳，3 月份预估为 107.8 亿蒲式耳。美国 2012/13

年度玉米单产预估每英亩为 123.4 蒲式耳，4 月份预估每英亩为 123.4 蒲式

耳。美国 2012/13 年度玉米期末库存为 7.57 亿蒲式耳，3 月份预估为 6.32

亿蒲式耳。数据与上月相比增加了期末库存数量，加上上一次 3 月底季度

库存数据利空等综合影响，外盘本月仍以调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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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三、国内玉米供需情况 

本年度的玉米市场，从供需几个大的环节上来看，能够维持供需平衡。

首先，关于玉米的产量，本年度玉米丰产没有任何疑问，只不过几家机构

的预测数值有所不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预计，中国玉米产量增加 1522 万

吨，而国内权威机构则预计增产 687 万吨，各大企业根据信息网点调研综

合数据为 545 万吨。而国家统计局及各级政府得出的数据则更多。这里面

虽然数据相差比较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产量的增加与饲用需求量的增

加相抵后，结余基本都在 100 万吨左右。比如，美国农业部预计饲用需求

增加 1400 多万吨，产量的增幅减去需求量结余 100 多万吨。国内机构预计

饲用增幅 500 多万吨，结余后仍为 100 多万多。因此产量的增幅取值 680 万

吨，加上去年结余行业共同观点为 1000 万吨左右。再加上去年进口的 520

万吨玉米，供应端增加幅度合计约为 2200 万吨。需求方面饲用增加 500 万

吨。另外一大块就是小麦替代，上一年度小麦替代玉米基本是每月 200 万

吨的数量，年替代量在 2500 万吨左右。而随着小麦与玉米的比价回归到 2011

年的水平，小麦替代玉米的数量将回归在 1000 万吨左右。这样本年度玉米

的需求量就会增加 1500 万吨。那么饲用需求加上小麦替代减少后的玉米需

求合计为 2000 万吨左右。而另外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深加工的需求。由于

下游产品酒精及淀粉没有太大起色，深加工企业效益始终一般，而政策方

面对深加工也是一个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深加工需求基本维持平稳或略增。

如果深加工需求平稳的话，假设没有增长，那么供需两端数字的对比就是

供应增加 2200 万吨，需求增加 2000 万吨，可以维持供需平衡。而深加工需

求增长超过 200 万吨的话，那么供需两端平衡趋紧。 

 

紧平衡的市场下存在各种问题，首先玉米的增产主要来自黑龙江省，

由于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比如收获期的降雪，玉米品质下降，水分

偏大。本年度优质玉米较为缺失。玉米普遍容重低，水分过大导致烘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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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焦糊粒超标，而持续的降雪又增加了玉米的生霉问题，因此实际上本

年度玉米增产不增量。这样来说，供应端增加的 2200 万吨玉米实际数量没

有这么多，存在水分。 

 

图3: 中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另外一方面，随着天气的升温，农户存储条件较差，急于售粮导致余

粮比例正在逐步减少。根据对信息网点的调研统计，目前黑龙江地区余粮

不足 15%，吉林地区余粮偏多，但不足 40%，辽宁地区不足 30%，整个东

北地区加蒙东地区不足 25%。并且正在临储玉米收购已经推迟到了 5 月末，

余粮比例还会快速减少。而异吉林地区偏多的 40%来测算，按照吉林省 2500

万吨的产量，余粮 1000 万吨。这里面要除掉农民自留 10%的 250 万吨，也

就是说，吉林地区余粮还剩 750 万吨。而当地深加工企业较多，每月消耗

玉米约为 100 万吨，距离新玉米上市还有 6 个月时间，还需消耗 600 万吨。

吉林地区可供应的商品粮数量也就是在 150 万吨左右，并且优质玉米偏少。 

目前东北地区春播即将开始，天气呈现出降雨量大幅高于往年均值，

而气温大幅低于往年均值。玉米播种推迟已成定局。各媒体争相报道黑龙

江地区内涝等问题，播种遇到问题势必会对产量造成影响。但更多的是心

里预期，实际影响能有多大还要开生长期间天气情况。由于近两年，大面

积的大豆改种玉米，尤其在黑龙江地区，未来玉米面积可拓展的空间已经

不大。总而言之，春播或许会成为炒作题材，但不会有大的幅度。 



 
 

 

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您最忠实最可信赖的理财顾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4 
 

玉米研究报告 

图4: 玉米产区天气情况 

 

资料来源: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四、下游产品状况 

国内生猪价格再次下滑。主产区平均价格 12.17 元/公斤；猪粮比 5.28:1，

略有下降。猪价整体呈现下滑态势，毕竟国家收储只是暂时提振市场，开

展收储的地区猪价经过短暂的上涨后，随之下跌。下一轮收储时间尚未确

定，预计生猪价格近日还将将呈现震荡下行走势。望养殖户及时调整存栏

结构，并做好疫病防控工作。 

图5: 生猪出厂价 

 

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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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活鸡批发价 

 

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图7: 全国淀粉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五、临储收购举足轻重 

目前，临时储备玉米收购仍在继续。现阶段已经完成超过 1900 万吨的

收储，后期收储量还会加大。意味着，供应 2200 万吨要暂时截留 1900 万吨

甚至更多数量的玉米在未公开拍卖前无法供应市场，这种情况更加会导致

供应趋紧。另外一个缓解供应的是玉米进口，随着 CBOT 玉米期价的大幅

下跌，玉米进口已经低于国内销区价格。今年玉米进口配额仍为 720 万吨，

已经完成了 280 万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进口配额里面民间只有 40%的

配额，而目前完成进口的全都是民间配额，央企尚未进口。后期临储收购

的玉米加上未来可能进口的玉米，国家调控的砝码和手段会明显增强。但

后期出库的数量和质量值得注意，因为多次强调优质玉米比较少。政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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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六、后期走势分析 

本年度由于东北地区玉米上市晚，华北地区玉米产量增加，成为供应

销区的主力军，而随着华北粮源的告罄，华北地区将转变为内陆销区的角

色。市场价格将进入成本定价阶段，预计将以缓慢攀升为主。另外根据临

储收购玉米的价格来测算，以黑龙江地区为例，临储收购 2100 元/吨，加上

补助 80 元/吨，出库费 30 元/吨，成本为 2210 至 2230，未来国储出库应该

高于此价格，对应北方港口成本为 2340 元/吨，期货交割成本为 2390 至 2410

元/吨。那么按照这个价格测算，期货已经没有大幅下跌空间。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贸易商收购的玉米低于此价格不少，并且发往港口利润不差，按

照 2400 以上的价格卖出还是有不小的利润，这会成为做空的主要力量。但

由于符合交割标准的数量相对有限，难以造成主宰。因此，综合以上分析，

玉米期货 4 月末开始将进入反弹周期。重点关注临储动态及后期天气。 

￭ 近期相关研究报告 

1）玉米市场几个焦点问题 2013.3.12 

2）玉米市场期现套利 2013.3.18 

  

  

*如需参考以上近期相关研究内容的报告 请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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