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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年玉米市场为何提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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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年玉米市场为何提前启动？ 

春节长假刚过，按往年惯例作为收购主力军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仍继续沉浸

在节日的气氛中，大部分企业也都将在正月十五左右恢复收购，但今年却有不

同，2月 2日起主产区玉米深加工企业已逐渐恢复收购，特别是东北地区部分深

加工企业春节期间普遍不停机，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政策暖风频吹，一方面春节

刚过饲料企业首次迎来政策补贴红包，另一方面深加工企业库存并不充裕，部

分企业库存甚至不足 15天，为满足加工生产需要普遍较早恢复原料采购。具体

情况如下：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

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

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

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

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文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

面临许多重大考验。必须直面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勇于承受改革

阵痛，尽力降低改革成本，积极防范改革风险，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

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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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深加工企业不停机收购 

今年东北深加工企业在春节期间普遍不停机，农历初七、初八后大部分企

业就恢复收购，加之南方港口库存下降，导致北方港口对产区有货源需求，如

果节后中储粮等央企仍然保持较快的收购进度，意味着节后东北玉米市场需求

处于较高水平，而农户节后短期内售粮意愿相对低迷，这或将造成市场短期供

应偏紧局面，对东北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支撑。据市场行情监测显示，2月 2日起

东北地区深加工企业逐渐恢复收购，2月 3日黑龙江肇东地区深加工企业 15%水

分三等玉米挂牌价 1400 元/吨左右；吉林长春地区深加工企业三等玉米挂牌价

1290-1320 元/吨；内蒙古扎兰屯地区三等玉米挂牌价为 1300 元/吨，均与节前

持平。 

饲料企业首迎政策补贴红包 

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市场即开始热传——饲料加工企业将会享受补贴政

策，即按照国务院部署要求，为支持玉米市场化改革，国家支持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统筹研究出台饲料加工企业补贴政策，各省区自行明确补贴对象与

范围、补贴标准、补贴资金拨付即监管等，指导补贴范围为省区内 2015年饲料

实际产量 5 万吨以上、就地采购及建仓的配合饲料企业，执行期间为你省区文

件印发之日起至 2017年 6月底，目前这一政策已得到确认属实。同时，据了解

目前各省区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具体补贴措施，待补贴政策正式出台后，对于东

北玉米消耗产生利好。  

 华北深加工企业收购普遍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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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春节前华北地区深加工企业平均库存不到 20天，部分企业库存不

到 15天，因此今年华北企业节后挂牌收购时间普遍较早，正月初三华北地区个

别深加工企业就已经开始挂牌收购玉米，正月初五、初六后挂牌收购玉米的企

业已经明显增多，而往年初七后才开始陆续收购，且玉米收购价与节前基本持

平。截止目前，山东潍坊玉米深加工企业 14.5%水分三等玉米进厂价 1600-1620

元/吨，滨州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格 1600-1610 元/吨；河北石家庄进厂价

1550-1580元/吨左右，河南鹤壁地区进厂价 1620-1640 元/吨，均与节前持平。  

节后企业加工利润继续“飘红”  

由于政府补贴促进深加工企业利润丰厚，目前吉林省深加工补贴 200 元，

每生产一吨玉米淀粉理论盈利约 530 元/吨，山东淀粉一吨盈利约 115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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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元/吨。

同时，由于政府补贴促进深加工企业利润丰厚，假日期间东北大部分深加工企

业开机正常，深加工产品库存增加，淀粉行业总库存创两年内新高。监测显示，

春节前国内淀粉库存已经达到近两年较高水平，而春节期间东北淀粉企业及华

北部分企业不停机，淀粉库存继续增长，由于节后淀粉需求下降，淀粉供应将

较为宽松，预计淀粉价格仍将继续弱势运行。此外，估算春节假期间淀粉行业

开工率为 60%，酒精行业开工率为 67%。 

    综上所述，今年主产区深加工企业春节假期期间不停收购，春节过后提前

开收，加之政策补贴红包继续发放，特别是饲料企业也将享受政策“关爱”，而

主产区农户短期仍沉浸在传统的春节氛围中，售粮活动较少，为主产区玉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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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形成底部支撑。同时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假期刚过，中央一号文件正式

发布，这是新世纪第 14个关注“三农”的文件，全面锁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直面我国粮食当前的大库存背景，解释了在改革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

在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降成本、补短板等几方面阐述较多。同时，国家

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过腹转化、加工转化，多渠道拓展消费需求，加快消化玉

米等库存，2016 年期间东北三省一区部分玉米深加工企业得到国家和地方财政

给予的生产补贴，为东北产区玉米去库存做出较大贡献。2017 年东北部分饲料

企业也将步入补贴之列，因此尽管 2017年也恰恰正处于库存玉米需要增量消耗

的阶段，距离供需良性平衡之路还很远，但相信更多的改革政策“已在路上”。 

 

 

国元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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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国元期货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

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

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联系我们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888-218  网址：www.guoyuan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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