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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抛储超预期和短期市场腾库收麦玉米上量成利空主因，但

Email:tzzx@haqh.com

玉米下方有高价农资成本、进口成本和替代成本等支撑，且下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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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改善提振需求，在国际保粮政策频出背景下，预计6月国内玉米仍
有上行空间，或呈先跌后涨的震荡走势：从供应端来看供应收紧，
国际玉米减供，国内腾库收麦但市场仍有惜售优粮情绪，关注未来

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玉米种植区可能有的干旱天气对玉米利多炒作；从成本端来看成本

学期货，明规则

居高不下支撑玉米；从需求端来看需求潜力增加，下游利润整体改

识风险，保权益

善，生猪养殖和深加工购销恢复提振玉米需求，但连续超预期稻谷
抛储成压制玉米需求主因。虽然中国采购巴西玉米和新麦上市导致
国内玉米市场有唱空情绪，但前者进口成本依然倒挂，后者政策收
储托底无替代优势均支撑国内玉米。后期价跌因素主要关注抛储政
策。
投资策略：
C2209合约关注逢低做多机会，可同时买入看跌期权对冲风险。
风险因素：稻谷抛储超预期；自然灾害；疫情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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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5 月国内玉米期货价震荡下行，主要原因包括：一、国内稻谷定向拍卖量超预
期，压制玉米需求；二、新麦上市，企业腾库收麦，玉米供应增加。截止 5 月 27
日，国内玉米主力 09 合约收盘价 2944 元/吨，较月初下降了 78 元/吨；北良港新
国标二等玉米平舱价 2940 元/吨，较月初上涨了 20 元/吨；南方蛇口港新国标二
等玉米成交价 2950 元/吨，较月初下降了 10 元/吨；外围方面，CBOT 玉米期货收
盘价为 777.2 美分/蒲式耳，较月初下降了 3.26%，国内外玉米价差缩窄。
图表 1: 黄玉米期货收盘价（活跃）（元/吨）

图表 2: 玉米南、北方港口现货价（元/吨）

二、供需分析
当前玉米市场主要关注两个因素：一是贸易与抛储政策对玉米价格下压的程
度；二是下游利润变化对玉米需求的影响。以下就玉米市场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

2.1 全球减供，玉米需求或仍强劲
全球玉米供应缺口扩大，尽管美国农业部（USDA）调减了 2022/23 年度全球
玉米需求量，尽管粮价高企，但仍预测全球将对玉米维持强劲需求。中国玉米供
需形势主要以国内行情为主。
就国内而言，中国农村农业部预估玉米产量维稳，消费有增，结余趋近于零。
中国农村农业部 5 月公布的 2022/23 年度中国玉米供需预测数据显示，中国玉米
将呈现供需收紧形势，后期需关注政策调节变化。一方面预测供应同比减少 0.68%，
主要表现在玉米进口减少（预测同比下滑 10%）。对于国内玉米新作，尽管预测
2022/23 年度中国玉米播种面积同比减少了 1.85%（减少量为 80 万公顷，即 1200
万亩），但玉米单产同比增加 1.89%（增加量为 119 公斤/公顷，约 15.87 斤/亩），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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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产量稳中略增 1 万吨，排除未来不良天气导致的不确定影响，预估产量符合
中国“稳玉米”的政策预期。另一方面，预测需求增加 280 万吨。在预测 2022/23
年度中国玉米总消费中，饲用消费占比为 64.71%（比重同比增加了 1.08%），工
业消费占比为 27.88%（比重同比增加了 1.25%），食用消费占比为 3.37%（比重同
比增加了 1.55%）。
图表 3: 中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国农业农村部

国际方面，玉米主产国减产，全球玉米需求或将依然强劲。在 USDA 发布的 5
月全球玉米供需预估报告中，因南半球夏玉米丰收，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玉米产量
增加抵消了乌克兰等国减产的部分影响，USDA 上调了 2021/22 年度全球玉米供应
量，由于预估玉米主产国减产和国际保粮政策影响，USDA 下调了 2022/23 年度玉
米供需量（供应量同比减少 1.53%，需求量同比减少 2.11%）。USDA 表示，由于美
国国内玉米供应减少和强劲的国内需求限制了出口前景，美国玉米出口预计在
2022/23 年度下降 4.0%，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在全球玉米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地位，
俄乌冲突持续是全球粮食贸易下滑的催化剂，叠加当前玉米主产国有种植政策和
天气因素导致的减供预期，尽管国际粮价高企，预计全球对玉米需求依然强劲，
即使中国改向巴西等他国进口部分玉米，美国在全球玉米贸易中的份额也将较一
年前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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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全球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2.2 夏播在即，种植成本支撑玉米
玉米春播已完成，玉米夏播即将开启，种植成本高企对玉米依然有支撑。
图表 5: 国内玉米主产区售粮进度

图表 6: 中国（不含港澳台）新冠疫情确诊人数（人）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农产品网；同花顺iFinD

玉米春播快于往年同期，旧作有惜售情绪。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
截至5月23日，全国春播粮食已完成意向面积的92.5%，快于上一年度同期的2.4%，
其中，春玉米和春小麦播种已完成，夏收即将展开。旧作售卖方面，据我的农产
品网公布数据，截至5月26日，全国玉米主要产区售粮进度为96%，周比增加1%，
目前国内疫情逐渐改善，截至5月26日，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累计确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人数为223837，环比上涨8.09%，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累计治愈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人数为215339人，环比上涨22.75%，市场售粮进度仍慢于往年同
期，与市场惜售情绪有关。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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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播在即，化肥等成本高位仍是支撑玉米因素。夏玉米主要在6月中上旬开播，
主要分布于黄淮海平原、鲁中南丘陵、山东半岛及山西南部和陕西中部等地。相
较于春玉米，夏玉米宜选生育期较短的优良品种播种（否则增产潜力难以发挥），
需关注旱情天气的出现对夏玉米播种和出苗的不利影响，抢时播种。尽管夏玉米
用肥量不及春玉米，但仍是种植刚需，化肥和原油价格处于近四年历史同期高位，
化肥等种植成本居高不下对玉米形成支撑。
图表 7: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走势（美元/桶）

图表 8: 复合肥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2.3 利润改善，关注猪企需求潜力
下游产业中，饲用需关注低价谷物替代，养殖业猪企有需求潜力，深加工企
业购销恢复将迎消费旺季。利润持续改善仍是下游玉米增需驱动。具体表现为：
饲料方面，饲料预期表现整体盈利，低价稻谷抛储利空玉米饲用消费。截至 5
月 20 日，中国生猪饲料预期盈利为 64.06 元/头，环比增加 135.17%，肉鸡饲料预
期盈利为 1.5 元/只，环比减少 40.24%，盈利有回调，但仍为正收益。目前，玉米
在其替代谷物价格处偏低位置，仍是饲料原料优选，6 月需关注进口玉米及替代谷
物行情对玉米价格的影响。进口成本倒挂，进口谷物无替代优势且支撑国内玉米
价格，美玉米价大幅上涨，目前国内选择订购较低价的巴西玉米约 25-40 万吨，
据相关部门测算，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玉米到岸完税价分别为 3200 元/吨和 3300 元
/吨，而国内玉米市场价格在 2675-3100 元/吨区间浮动（巴西玉米到岸完税价比
国内玉米现货价高 200-625 元/吨，美国玉米到岸完税价比国内玉米现货价高
100-525 元/吨），以此来看，进口美玉米更划算。替代谷物方面，需关注玉米价
格优势地位变化（以全国谷物市场均价统计，截至 5 月 27 日，价差由高到底依次
是：小麦-玉米价差为 316.78 元/吨、大麦-玉米价差为 221.5 元/吨、高粱-玉米
价差为 117 元/吨、粳稻-玉米价差为-81 元/吨），低价稻谷是主要饲用利空因素。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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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分饲料企业寻求稻谷等低价玉米替代谷物，以压制玉米需求，尽管近期国
内小麦机收全面开展，新小麦上市后小麦-玉米价差收缩，但国库收储小麦即将开
启，支撑小麦高价，饲用替代优势难恢复。
图表 9: 中国生猪饲料预期盈利（元/头）

图表 10: 肉鸡饲料预期盈利（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图表 11: 国内玉米及其替代谷物价格（元/吨）

图表 12: 中国进口美玉米到岸完税价（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养殖利润持续改善，关注猪企提振玉米需求潜力。全国猪粮比在二级预警区
间震荡上升，养殖利润继续改善，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上升，国家支持政策频出提
振养殖户信心较强，二次育肥猪再度兴起，三季度消费旺季供应将增加，生猪养
殖行情利好，提振玉米消费；禽类养殖方面，蛋鸡和肉鸡养殖利润均在盈亏平衡
线以上，蛋鸡和肉鸡存栏量小幅增加，但仍处近三年相对低位，短期市场需求疲
软使得禽类养殖对玉米消费有限。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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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生猪出栏价（元/斤）

图表 14: 中国猪粮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图表 15: 蛋鸡存栏数和淘汰鸡出栏数（亿只、万只）

图表 16: 养殖利润（元/羽、元/只）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同花顺 iFinD

深加工方面，疫情形势转好，市场恢复购销活跃，玉米加工企业开机率回升，
玉米消耗量增加，加工企业利润走高。旺季将至且上海即将复工利好玉米消费。
图表 17: 中国加工企业玉米消费量（万吨）

图表 18: 中国玉米主要深加工企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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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中国主要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开机率

图表 20: 玉米淀粉区域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我的农产品网

2.4 基差走强，波动率仍维持低位
基差方面，国内旧作供应收紧，玉米市场惜售优质粮源，挺价情绪较强，截
至 5 月 27 日，玉米基差（北良港国标二等玉米平舱价-玉米主力 09 合约结算价）
为 2 元/吨，较上一个月同期上涨了 65 元/吨。当前玉米基差水平居中，但市场看
好玉米长期行情。
玉米 09 合约一个月历史波动率 10.07%，较一个月之前下降了 1.2%，场内平
值看涨/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0.95%和 10.75%，玉米波动率维持低位水平。后
期或有天气炒作情绪，考虑继续参与牛市价差策略。
图表 21: 玉米基差（元/吨）

图表 22: 玉米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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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稻谷抛储超预期和短期市场腾库收麦玉米上量成利空主因，但玉米下方有高
价农资成本、进口成本和替代成本等支撑，且下游利润改善提振需求，在国际保
粮政策频出背景下，预计 6 月国内玉米仍有上行空间，或呈先跌后涨的震荡走势：
从供应端来看供应收紧，国际玉米减供，国内腾库收麦但市场仍有惜售优粮情绪，
关注未来玉米种植区可能有的干旱天气对玉米利多炒作；从成本端来看成本居高
不下支撑玉米；从需求端来看需求潜力增加，下游利润整体改善，生猪养殖和深
加工购销恢复提振玉米需求，但连续超预期稻谷抛储成压制玉米需求主因。虽然
中国采购巴西玉米和新麦上市导致国内玉米市场有唱空情绪，但前者进口成本依
然倒挂，后者政策收储托底无替代优势均支撑国内玉米。后期价跌因素主要关注
抛储政策。
投资策略：
C2209 合约关注逢低做多机会，可同时买入看跌期权对冲风险。
风险因素：稻谷抛储超预期；自然灾害；疫情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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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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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190 号华邦世贸中心超高层写字楼 40、41 层
电话：400-882-0628、6283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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