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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供应端：第七次临储拍卖结束，成交率缩水至 21.82%，成交

均价 1677 元/吨，市场利空情绪导致当前贸易商集中出货，辅

以前期临储拍卖成交粮持续出库，短期现货市场供应充过剩。 

✦ 需求端：近期猪肉价格稳步上涨，带动企业利润，但是随着天

气逐渐升温，疫情难以控制，生猪存栏仍然较低。另一方面，

小麦今年丰产，当前价格下调，由企业表示，当小麦玉米价差

达到 200 元/吨时，替代将开始，当达到 100 元/、吨时，大部

分企业将选择小麦替代玉米，所以玉米饲料需求短期内难以得

到改善。当前玉米淀粉库存高企，部分淀粉厂停机整顿以及猪

下游需求疲弱未有转势。 

✦ 政策方面：中美贸易战阶段性缓和，前期重要利多因素出尽。

玉米下周受政策面影响因素应较大，所以此点为短期重要利空

因素。 

✦ 拍卖成交率低，后期压力减弱，随着临储库存进一步去

化，玉米长线上涨格局不变， 9 月合约 1930-2050 元/

吨区间震荡，远月升水仍存，可考虑 91 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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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与展望 

1.1 期货行情回顾： 

截至 7 月 5 日，c1909 本周最高价 1949 元/吨，最低价 1928 元/吨，收于 1934 元/

吨，较上周同期跌 14 个点，跌幅 0.72%。c2001 本周最高价 2008 元/吨，最低价 1984

元/吨，收于 1996 元/吨，较上周同期跌 10 个点，跌幅 0.50%。 

玉米 909 周一下跌 12 点后，盘面上周整体以震荡行情为主，在需求疲弱供应充足和

临储底价支撑的对抗下，多空势力伯仲之间，当前价位处于均线系统之下，但从技术面来

看 1930 位置支撑强烈，且目前均线系统胶着地带，MACD 绿柱变短，止跌明显，但是结

合基本面来看，本周预测整体维持震荡。 

截至 7 月 5 日，淀粉 1909 本周最高价 2390 元/吨，最低价 2362 元/吨，收于 2364

元/吨，较上周同期跌 21 个点，跌幅 0.88%。淀粉 2001 本周最高价 2440 元/吨，最低价

2412 元/吨，收于 2424 元/吨，较上周同期跌 15 个点，跌幅 0.62%。 

淀粉 909 上周为震荡下行，维持前期进一个半月的趋势，主要原因为现货压力较大，

当前库存处于高位，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且去库存缓慢，部分淀粉厂已停机检修，

现货的压力反应于期货盘面，上周五走出上影线行情，说明当前利空未出尽，市场情绪偏

弱，所以预计本周仍为震荡偏弱行情。 

 

玉米走势回顾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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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走势回顾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1.2 期货持仓量及成交量分析： 

玉米持仓量及成交量  淀粉持仓量及成交量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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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分析 

2.1 现货价格 

玉米现货价格  淀粉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玉米锦州港平仓价近期维稳,最新报价 1910,前值 1910,较前值维持 0%。 

玉米蛇口港现货价格近期上升,最新报价 1965,前值 1960,较前值上涨 0.26%。 

玉米平均收购价近期上升,最新报价 1923.42,前值 1920.27,较前值上涨 0.16%。 

 

淀粉长春现货价格近期维稳,最新报价 2300,前值 2300,较前值维持 0%。 

淀粉沈阳现货价格近期维稳,最新报价 2350,前值 2350,较前值维持 0%。 

淀粉秦皇岛现货价格近期维稳,最新报价 2420,前值 2420,较前值维持 0%。 

淀粉石家庄现货价格近期维稳,最新报价 2410,前值 2410,较前值维持 0%。 

淀粉潍坊现货价格近期维稳,最新报价 2530,前值 2530,较前值维持 0%。 

近期华北地区用粮企业收购价上涨，寿光金玉米最新收购价 2066 元/吨，同

期上涨 26 元/吨，天力药业最新收购价 2064 元/吨，同期上涨 26 元/吨，滨州金

汇最新收购价 1990 元/吨，同期下降 4 元/吨。 

 

2.2 玉米平衡表 

玉米平衡表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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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种植进度及全球市场期初库存 

USDA 种植进度报告 全球市场年度期初库存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2.4 临储拍卖分析 

拍卖市场交易结果 19 年国家临储交易结果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第七轮拍卖收官，成交率继续缩水为 21.82%，累计成交玉米 1622 万吨。最高成交

价 1800 元/吨，最低成交价 1600 元/吨，成交均价为 1677 元/吨，较前期在此上涨 10 元

/吨。其中内蒙成交率 13.41%，辽宁成交率 10.08%，吉林成交率 44.46%，黑龙江成交

率为 15.63%。拍卖成交率下滑至 21.82%，是最初拍卖底价提高 200 元时市场无法想象

到的结局，说明市场并不接受当前价格以及对后市无望，贸易商甚至会贴近成本价出售，

辅以临储拍卖粮前期成交的持续出库，短期内市场供应充足，进一步为市场带来利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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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差分析 

基差分析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玉米近期 7-8 月份里，现货偏弱走势，北港在 1850 附近徘徊，预计期货 909 合约在

8 月中旬前会逐渐向现货靠拢，基差走平。 

 

2.6  价差分析 

玉米淀粉价差 玉米 91 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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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59 价差 玉米 15 价差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当前玉米上游供应充足，下游需求极度疲弱的情况下，近期弱势难以改变，但是玉米

远期随着深加工补库存以及新作天气炒作的情况下，远月上涨的可能性大，所以可考虑

91 反套。  

 

2.7 生猪及饲料需求分析 

饲料产量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生猪存栏季节性分析 生猪价格及利润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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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20190701-0705）全国生猪均价 17.1 元 /kg，环比下跌 1.3%，同比上涨

48.7%；猪粮比 8.94:1，环比减少 1.2%；自繁自养盈利 513.3 元/头，环比减少 5.9%，

同比增加 506.2%。本周仔猪均价 40.6 元/kg，环比减少 0.1%，同比上涨 71.1%，二元

母猪价格 38.7 元/kg，环比下跌 0.4%，同比上涨 31.3%。 

近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带动养殖企业利润稳步提升，但是生猪存栏仍然处于相对低

位，虽然饲料需求环比上涨，但是整体下游需求相比往年仍然疲弱。猪瘟疫情持续蔓延，

生猪存栏持续下滑，短期内玉米价格难有起色。 

 

2.8 玉米仓单季节性分析 

玉米仓单季节性分析 

 

数据来源:wind 大陆期货研究所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3 日起开始不完善超标小麦的销售底价每吨

为 1100 元，2013 年及以前产最低收购价小麦的销售底价为 1600 元。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 5 月生猪存栏 2.55 亿头，环比减少 4.2%，比

去年同期减少 22.7%。能繁母猪存栏 2051 万头，环比减少 4.1%，比去年同期减少

23.87%。生猪及母猪存栏继续下降，主要受非洲猪瘟疫情蔓延影响，饲料企业采购原料

积极性大减，玉米饲用费用仍低迷，企业多以随买随用为主，不积压库存。 

7 月 5 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变革三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与对策》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二室副主任、

教授王明利称，畜牧业供给侧改革面临着疫病防控形势仍较严峻、核心科技对外依存度高、

国际竞争力不强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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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消息——美国农业部 WASDE 将于 7 月 11 日发布的农业部 7 月供需报告将反

映 6 月面积报告中的数据，农业部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Johansson 在周二的电话采访中

表示。但 WASDE 7 月供需报告还将综合一些信息，比如作物进度报告，因此 7 月供需报

告中的数据相较过去几个月更为“精炼”。美国农业部计划在 7 月举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

新调研，将在 14 个州对玉米、棉花、高粱和大豆进行面积调研。调研后产生的数据将被

反映在 8 月 12 日的 8 月供需报告。农业部 8 月报告还将结合考虑 FSA 和 RMA 不断更新

的注册和弃种面积数据。 

 

三、投资策略 

3.1 趋势研判 

品种 最新价 

未来一周评级 未来 3-6 个月评级 

方向 支撑 阻力 方向 

C1909 1948 震荡 1930 1960 中性 

C2001 2006 震荡 1980 2020 中性 

淀粉 1909 2385 震荡偏空 2350 2410 中性 

淀粉 2001 2439 震荡偏空 2400 2440 中性 

 

3.2  行情展望 

当前玉米由于价格持续南北倒挂以及拍卖底价提升短期带来支撑，盘面一直稳中盘整

态势。就当前市场热点临储拍卖和非洲猪瘟来讲，第七轮拍卖落地，成交率仅为 22%，

说明市场抢拍情绪低迷。当前玉米累计成交量为 1622 万吨。7 月 22 日为首轮拍卖成交

粮的最后出库日，首轮拍卖成交率较高，共计成交 361.93 万吨，所以市场供应必将过剩，

7 月玉米走势难乐观。另一方面，随着天气的持续升温，非洲猪瘟疫情抑制困难，虽然政

策支持，但是疫苗研制难度较大，这将是场持久战。据天下粮仓数据显示，全国 82 加玉

米淀粉库存为 93.32 万吨，加之近期部分淀粉厂停机修正，深加工需求疲弱明显。中美贸

易战阶段性缓和，前期重要利多因素出尽，进一步增加利空情绪。此外，当前小麦价格持

续降价，为后期玉米小麦替代带来隐患，据了解，当小麦玉米价差达到 200 元/吨时，替

代将出现，当达到 100 元/吨时，大部分饲料企业将选择小麦替代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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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拍卖成交率低，后期压力减弱，随着临储库存进一步去化，玉

米长线上涨格局不变， 9 月合约 1930-2050 元/吨区间震荡，远月升水仍存，可考虑 91

反套。 

    3.3 风险提示 

关注天气对东北产区影响；草地贪夜蛾是否会波及玉米产区；猪瘟疫苗研

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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