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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衡点调整 

1、调整要点 

预测2016/17年度玉米产量为22500万吨, 展望2017/18年度玉米

产量为20500万吨。 

预测16/17年度玉米进口量220万吨，出口量10万吨,展望16/17年

度玉米进口量150万吨，出口量100万吨。 

预测16/17年度饲用消费13000万吨，工业消费6300万吨；展望

17/18年度饲用消费14000万吨，工业消费6500万吨。 

预测2016/17年度玉米期末库存为25738.9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21.9%;展望2017/18年度玉米期末库存为23988.9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07.09%。 

图 1：中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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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量 

预测2016/17年度中国玉米种植面积为3750万公顷，单产低于预期，

产量为22500万吨;展望2017/18年度中国玉米种植面积为3620万公顷，

产量下调1000万吨至20500万吨。 

图 2：2000-2017 年中国玉米收获面积展望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图 3：2000-2017 年中国玉米产量展望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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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 

预测2016/17年度玉米饲用消费13000万吨，较上月下调200万吨,

禽类消费下滑抵消了生猪饲用消费的增加,玉米工业消费下调200万吨

至6300万吨，工业消费增速低于预期,食用及其他消费1800万吨。展望

2017/18年度玉米饲用消费14000万吨，玉米工业消费为6500万吨，食

用及其他消费1800万吨。 

图表4：2000-2017年玉米消费结构调整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农业部发布 2017 年 4 月份 400 个监测县生猪存栏量 35983.62 万

头，比上月增加 1 %，比去年同期减少 1.4%；能繁母猪存栏量 3699.23

万头，环比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期减少 2.1 %。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生

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1719.18 万头，环比增加 34.9%。据布瑞克监

测，目前生猪规模养殖利润约为 41.6 元/头，环比上一周跌 2 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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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规模生猪养殖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4、进出口 

预测2016/17年度玉米进口量为220万吨，玉米出口量下调40万吨

至10万吨,出口低于预期。展望2017/18年度玉米进口量为150万吨，玉

米出口量为100万吨。 

2017年4月，玉米进口0.3万吨，同比减少100%，环比减少43%；高

粱进口34.13万吨，同比减少46%，环比减少53%；大麦进口108.7万吨，

同比增加338%，环比增加53%；DDGS进口5.15万吨，同比减少80%，环

比减少43%。 

图表 6：2011-2017 年 3月中国玉米进口量变化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WWW.GUOYUANQH.COM  

[table_page] 农产品专栏 

 

7 

图表 7：2011-2017 年 3月份中国玉米出口量变化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5、库存消费比 

预测2016/17年度玉米期末库存为25738.9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21.9%。展望2017/18年度玉米期末库存为23988.9万吨，库存消费比

为107.09%。 

图表 8:2011-2017年中国玉米库存及库存消费比变化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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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米现货与期货 

1、价格走势 

5 月末全国玉米价格整体小幅下滑。布瑞克监测显示玉米拍卖成

交量首次出现下降，溢价也进一步收窄，这反映出市场玉米供应紧张

局面有所缓解。据布瑞克监测，截至 5 月 31 日，淀粉行业开机率约为

78%，淀粉行业开机率维持高位水平，而深加工利润仍陷入亏损当中，

近期河北、山东等地淀粉企业传出停产检修的问题，据布瑞克监测目

前淀粉库存有所下降，但库存压力依然偏大，淀粉消费已进入传统消

费旺季，停产检修消息如得到证实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玉米淀粉价格形

成支撑。 

图表 9：:2011-2017年全国主要地区玉米价格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2、深加工监测 

5 月底，全国玉米淀粉价格为 1900-2020 元/吨。据布瑞克监测，

吉林、河北和山东的淀粉加工利润分别为-76.4元/吨（不包括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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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7元/吨和-93.42 元/吨。 

图 10：主要地区玉米淀粉加工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5 月底，全国酒精均价 4317 元/吨，DDGS均价 1861 元/吨。玉米

酒精加工利润为 114 元/吨。 

图 11：全国玉米酒精加工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3、进口完税监测 

5 月底，美玉米近月到港成本为 1528元/吨，环比前一周跌 72元

/吨，配额内玉米进口利润为 292元/吨，环比前一周跌 8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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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美湾玉米近月进口成本及利润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4、进口监测 

5 月大商所玉米期价继续震荡前行。5 月底，大连玉米主力 1709

合约收于 1636元/吨，比前一周涨 18 元/吨，成交量 290.96万手，持

仓量 156.96 万手，减仓 2.6 万手。1801 合约收于 1683 元/吨，比前

一周涨 14元/吨，成交量 42.66万手，持仓量 54.36 万手，减仓 5.48

万手。 

图表 13：大连玉米主力连续收盘价及持仓量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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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玉米比价监测 

豆粕和玉米比价： 

5 月底，全国豆粕均价 2758 元/吨，环比前一周跌 76 元/吨，广

东地区豆粕价格为 2765 元/吨。目前玉米豆粕比价为 0.616，对玉米

无替代优势。 

图表 14：全国豆粕玉米比价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小麦和玉米比价： 

5 月底，全国小麦均价为 2543 元/吨，环比前一周持平，小麦玉

米比价 1.495，一般认为小麦玉米比价低于 1.1，可能出现小麦替代玉

米情况，比价低于 0.93左右，将出现大规模替代现象。 

 

 



  

  WWW.GUOYUANQH.COM  

[table_page] 农产品专栏 

 

12 

图表 15：全国小麦玉米比价 

 

数据来源：布瑞克  国元期货 

三、气象监测 

5月底, 除东北地区气温偏低1～4℃以外，全国其余大部农区气温

接近常年或偏高，其中华北、黄淮、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气温偏

高1～4℃。周内，全国大部农区普遍出现了5～25毫米降水，东北和华

北大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25～50毫米，降水较常年同

期偏多3成以上；江南西北部、华南中西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降水有50～100毫米，偏多3～8成。全国大部农区日照充足，东北

地区南部、华北、黄淮、西北地区东部、江淮等地较常年同期偏多10～

20小时，仅黑龙江东南部、华南东部偏少10～20小时。 

东北地区、内蒙古春玉米大部处于播种至三叶期，西北地区和华

北大部处于三叶至七叶期，西南地区处于七叶至拔节期，广西处于吐

丝至乳熟期。西南地区夏玉米大部处于三叶至七叶期，部分地区仍处

于播种出苗期；黄淮夏玉米开始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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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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