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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 国内政策积极，宏观经济稳中求进。

2. 加息逐渐放缓，欧美经济增速下行。

3. 国内新作减产，单产关注种业发展。

4. 生产成本高企，进口成本有望走低。

5. 养殖存栏偏高，饲料维持较高消费。

6. 内需修复阶段，加工企业增需较大。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2023年，在全球玉米减产的背景下，预期国内玉米供需维

持紧平衡态势。宏观方面，预期国外经济走弱，外需疲软不利国内

出口经济，进口粮食成本有望走低；而国内经济有扩大内需政策指

引，后三个季度餐饮需求将有大幅提振。供应方面，国内2022/23年

度玉米减产，且无扩种玉米计划，中国玉米供应偏紧，供应缺口将

从增加进口低价玉米弥补；美国和巴西计划扩种玉米，若国内进口

量增加，限制国内玉米期价上涨；生产成本偏高支撑玉米底部价格。

需求方面，餐饮恢复利好玉米下游，饲料养殖业利润较好；玉米深

加工企业玉米低库存建库需求较大。低价进口玉米、稻谷抛储和新

麦成为政策调控玉米价格途径。预判2023年国内玉米价格整体走势

延续高位震荡格局，若内需强劲，则呈稳中偏强走势。策略上建议

逢低买入。

风险因素：国内需求不及预期旺盛；抛储政策超预期压制玉米

价格；居民自主防疫限制出行期较长。

2023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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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行情回顾

2022 年，玉米价格高位震荡且创历史新高，核心原因是供应预期收紧。玉米

行情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22.01.01-2022.04.29，玉米期价震荡偏强。主因在供应端，即

俄乌冲突引发的玉米减供炒作和成本上涨抬升玉米期价。1月国内春节前积极备货

及汤加火山爆发引发粮食不安全感抬升期价；2 月春节后下游消费减少利空期价；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冲突影响拉涨玉米价格至历史新高，市场投机库存增加。

俄乌冲突对玉米价格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俄乌冲突造成“欧洲粮仓”乌克兰超 3

成粮田受损，且乌克兰粮食出口被中断，国际保粮主义抬头，部分国家限制或禁

止粮食出口，国际粮食减供炒作情绪高涨，拉升国内玉米价格。另一方面，俄乌

冲突导致一系列贸易制裁，油价上涨，拉升化肥、农药和燃料油等能源价格，玉

米生产成本和进口成本上涨支撑玉米价格。

第二阶段是 2022.05.01-2022.7.22，玉米期价大幅回落。主因在需求端，这

一阶段，市场消化前期投机库存，再结合国内外政策双向施压减弱玉米消费—国

内大幅抛储低价稻谷、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抑制市场需求，利空玉米期价。

第三阶段是 2022.07.23-2022.12.31，玉米期价上行。主因是供需偏紧，先有

玉米产区遭遇不良天气导致玉米预期减产，后再迎来终端市场消费旺季利多玉米。

在玉米生长和收割期，国内北方产区遭遇涝害和台风，南方产区遭遇干旱，玉米

生长发育受损，预期减产；国际方面，玉米主产国美国和玉米主销国欧洲遭遇百

年难遇高温干旱天气，美国农业部在全球玉米供需报告中多次调减全球玉米产量，

引发玉米减产担忧。

图表 1: 玉米主力合约连续走势图（元/吨）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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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分析

展望 2023 年宏观经济，内需有望扩大，外需已显疲软。

2.1 国内政策积极，宏观经济稳中求进

预期 2023 年国内宏观经济逐渐复苏。根据 12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

2023 年我国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政策下，预期财政补

贴、赤字规模和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有望再增，创造新需求；中国 11 月金融数据

M2 维持高位表明货币供应充裕，借贷成本降低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再结合“十

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和疫情放开政策落实助力消费复苏，提振市场经济复苏信心。

国内积极政策或提振 2-4 季度玉米需求。2022 年，受新冠疫情散点式持续复

发和美联储大幅加息等因素影响，国内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4 月至今餐饮业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滑，玉米终端市场常面临旺季消费不旺困境。疫情防控

放开后，预期 2023 年第一季度为适应期，经济修复较好将提振玉米终端消费。

图表 2: 预期财政更加积极 图表 3: 地方政府专项债累计额发行速度超往年（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4: 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利借贷成本走低 图表 5: 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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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息逐渐放缓，欧美经济增速下行

美国经济开始放缓，欧洲经济明显走弱，欧美经济显示衰退走向。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和美联储大幅加息等影响，全球经济受损不振。因需求和能源价格下行，

美国 CPI 回落，反映出美国通胀下行趋势，支撑美联储加息放缓。但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表示，当 CPI 回落于 2%左右时，再启动降息，预期 2023 年第二季度前仍将

继续加息。猛烈加息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目前持续大幅加息已对美国经济形成反

噬，市场对经济趋势反映更趋悲观，美联储预期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速下行。欧洲

区通胀水平仍处高位，掣肘政府经济刺激效果，经济动能明显走弱。从其 GDP 环

比下滑和制造业 PMI 数据<50%来看，欧洲经济已呈现衰退趋向。

图表 6: 美国 CPI 和核心 CPI 同比（%） 图表 7: 欧元区 HICP 当月同比和 GDP 当月环比（%）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8: PMI 收缩反映消费走衰（%） 图表 9: 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滑（%）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预期中国进口粮食成本降低，玉米加工产品出口消费减弱。欧美经济衰退对

中国玉米行情的影响主要有二：第一，美联储加息放缓，美元指数走弱，由于进

口粮食以美元计价，中国进口玉米成本将降低；第二，欧美经济收缩，消费不振，

中国新增出口订单下滑，不利中国玉米下游产成品的出口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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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面分析

3.1 供需平衡表分析

2022 年全球、美国和中国玉米减产，奠定全球玉米供应预期偏紧基调。巴西

丰产，将与美国玉米市场竞争夺利，改变全球玉米出口贸易格局。

3.1.1 全球玉米市场

地缘政治冲突和极端天气等意外事件，促成 2022/23 年度全球玉米供应紧缺

格局。俄乌冲突和夏季产区极端天气影响，全球玉米减产炒作情绪浓厚，国际粮

食贸易受限，保粮主义囤积粮食，各国有意增库，全球玉米需求被动减少。根据

美国农业部（简称 USDA）公布的全球玉米供需预估数据，USDA 预期 2022/23 年度

全球玉米产量、进出口贸易量、消费量和期末库存均下滑，变动较大的是玉米产

量（同比减少 5501 万吨）、贸易量（出口贸易减少 2088 万吨，进口贸易减少 748

万吨）和消费量（同比减少 3176 万吨）。由于需求预估数据减幅较大，玉米库存

消费比同比增加了 0.21%。玉米期末库存同比减少了 869 万吨，从此看出，尽管全

球有意囤粮，但库存不增反减，暗示 2022/23 年度全球玉米供应紧缺。

图表 10: 全球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USDA；华安期货研究所

3.1.2 美国玉米市场

减种政策和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导致美国玉米减产。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玉米生

产国（占据全球产量约 32%）和出口国（占据全球出口量约 31%），有鉴于此，分

析美国玉米行情事关全球玉米供应格局。根据 USDA 预估数据，预期 2022/23 年度

美国玉米产量、出口、消费和期末库存均同比下滑，其中前三者减幅较大，产量

同比下滑了 2905 万吨，出口同比减少了 1007 万吨，消费同比减少了 1167 万吨（主

要是饲用消费减幅较大，同比减少了 1058 万吨）。产量方面，2022 年美国政策导

向是减少玉米种植面积，2022 年自 7 月起美国面临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玉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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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受损，减产在所难免。出口方面，承载美国超 9 成的航运通道—密西西比河因

干旱濒临干涸，美国玉米出口受阻，另外，美国玉米价格较高，在全球玉米贸易

竞争格局中无价格优势，导致美国玉米出口订单减少。估算美国玉米库存消费比

同比下滑了 0.58%，表明 2022/23 年度美国玉米供需偏紧。

图表 11: 美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USDA；华安期货研究所

3.1.3 中国玉米市场

预期中国 2022/2023 年度玉米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玉

米生产国。根据我的农产品网公布的中国玉米供需预估数据，供应方面，因玉米

产量和进口贸易减少，玉米总供应同比减少 1008 万吨；需求方面，因饲料消费增

幅小于工业等消费减幅，故玉米总需求同比减少 231 万吨。预计 2022/2023 年度

国内玉米产需缺口扩大，供应减幅大于需求减幅，因期末库存同比减幅较多，

2022/2023 年度玉米库存消费比较上一年度下滑了 2.51%。

图表 12: 中国玉米供需平衡表（万吨）

数据来源：我的农产品网；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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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巴西玉米市场

预期 2022/2023 年度巴西玉米丰产，玉米出口贸易有优势。巴西是世界上第

三大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高利润和增种政策导向，巴西在上半年宣布增产玉米。

根据 USDA 预估数据，预期巴西 2022/23 年度玉米的库存、产量（同比增产了 1000

万吨）、出口量、消费量和库存消费比均同比增加。由于巴西玉米丰产，并且价

格优惠，在全球玉米贸易格局占据优势地位，或挤占美国玉米出口市场。

图表 13: 巴西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我的农产品网；华安期货研究所

3.2 供应端

预期国内 2022/23 年度玉米供应紧张。以下主要从国内自产、进口和成本方

面展开分析。2023 年国内玉米产量维持偏紧态势；中国进口渠道增加且进口有盈

利，预期 2023 年中国进口玉米总量或同比有增，但增幅有限；惜售情绪和生产成

本高企支撑玉米价格。耕地有限背景下，2023/24 年度玉米注重提升单产，关注种

业发展提产成果。

3.2.1 国内新作减产，单产关注种业发展

种植政策导向和产区不良天气影响，国内 2022/23 年度玉米同比减产。首先，

政策导向玉米种植面积同比下滑。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指示，2022 年国内种植方向

为“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给予大豆种植者户更多补贴支持。因此，国内

多地扩种大豆，相应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尽管“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但增量有限。其次，在玉米生长收割期，玉米北方产

区遭遇涝害和台风，南方产区持续高温干旱，玉米生长受损影响产量。据我的农

产品网市场调研显示，预估今年玉米产量为 25852 万吨，较上一年度玉米产量减

少了 2.56%，主要是东北产区（玉米主产区）玉米产量下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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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黑龙江生产者补贴(元/亩) 图表 15: 中国玉米产量分地区统计（万吨）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官网；我的农产品网；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16: 预期中国玉米单产下滑（万公顷、吨/公顷） 图表 17: 我国玉米种业发展目标

数据来源：我的农产品网；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华安期货研究所

国内 2023/24 年度玉米供应增量紧盯单产，关注玉米种业发展。2023/24 年度

玉米预期供应影响 2023 年下半年玉米价格走势。解读中央一号文件，国内政策未

有明确扩种玉米增供意向。近年来，由于耕地有限，玉米种植一直强调以稳为主，

并且政策指示要“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方案”。从此看出，在玉米种植面积不增的情况下，预示着 2023/24 年度玉米

的供应增量需依靠提升单产实现。玉米单产变量主要由天气和玉米品种自身特性

决定。未来产区天气难以控制，但玉米品种的丰产等特性可通过玉米种业健康发

展来实现。中国的玉米种业发展和种子品质远落后于美国。目前我国种业振兴行

动还处于“一年开好头”阶段，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预期 2023/24 年度玉米单产

有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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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玉米和种业政策相关内容

数据来源：2020 年-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华安期货研究所

3.2.2 生产成本高企，进口成本有望走低

玉米生产成本高企，支撑玉米价格。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人工和土地费用

占比约 63%，化肥等能源费用占比约 27%。因耕地有限、全球粮食紧缺形势、政策

鼓励粮食生产、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人工和租地费用见势跟涨。2022 年

地缘政治冲突，石油和天然气等价格大幅上涨，上游原料价涨，拉升包括化肥、

农药和机械燃料油等能源价格。每年的 9 月至下一年的 2 月是中国种植户采购生

产资料的主要阶段。由于俄乌冲突尚未结束，石油价格处于历史相对高位支撑化

肥和农药等能源价格。综上，玉米生产成本高企，支撑 2023 年的玉米价格。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种子费用占比约 5%（美国种子费用占比约 13%），

随着国内种业振兴活动开展和科研创新技术的投入，预期 2023 年种子费用将进一

步提升。

图表 19: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元/亩） 图表 20: WTI 原油价格（美元/桶）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1》；同花顺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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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复合肥价格（元/吨） 图表 22: 农药生产资料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2023 年中国进口玉米来源国增加巴西这一渠道。自 2021 年起，中国主要从美

国（占比约 70%）和乌克兰（占比约 29%）进口玉米。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乌

克兰供应链被迫中断，粮食出口减少，国际粮价高涨。由于进口玉米利润持续倒

挂，中国减少进口玉米数量，但仍以进口美国玉米（以下简称美玉米）和乌克兰

玉米（以下简称乌玉米）为主。2022 年 1-10 月，中国进口玉米总量为 1901 万吨，

同比减少了约 723 万吨（即-27.55%），其中，进口美玉米约 1377 万吨（占比约

72%），同比减量约为 511 万吨，进口乌玉米约 494 万吨（占比约 26%），同比减

量约为 232 万吨。今年巴西玉米预期丰产，在进口玉米利润倒挂背景下，中国与

巴西签订玉米采购协议，12 月起到港。因此，2023 年中国进口玉米贸易国结构有

所改变，增加巴西这一进口渠道。彼时进口各国玉米数量比重有所改变。

图表 23: 中国 1-10 月分国别进口玉米数量（吨） 图表 24: 中国进口玉米数量(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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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中国进口美国玉米数量（吨） 图表 26: 中国进口玉米理论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安期货研究所

预期 2023 年中国进口增加，且仍以进口美国玉米为主。据巴西谷物出口商组

织官方表示，在 2023 年，巴西对中国玉米出口就将多达 500 万吨。而乌克兰农业

部表示，因俄乌冲突，2022/23 年度玉米同比减产近五成，并表示 2023 年减种玉

米。从此看出，增加巴西进口玉米渠道可弥补乌克兰玉米减量。虽然美国 2022/23

年度玉米同比减产，但产量仍居世界首位，且 2023 年计划增加种植玉米面积。由

于巴西进口有配额限制，2023 年中国大力刺激内需，玉米进口数量有望同比增加，

美玉米仍占进口主力。运费降低和价格竞争，进口玉米成本有望走低。分析原因

有二，第一，运费减少，与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回落有关；第二，巴西玉米丰产

且价低更有竞争优势，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美国玉米的第一和第二的进口大户，转

向订购巴西玉米，需求减少利空美国玉米价格，价格竞争将会降低中国进口玉米

成本。或将成为国内限制玉米高价的调控方式。

3.3 需求端

随着疫情防控放开，叠加国内扩大内需政策，预期 2023 年国内饮食消费前景

同比较好，玉米下游需求将走出同比偏高水平。玉米下游消费中，饲料养殖业占

比约 65%，深加工业占比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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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 玉米下游主要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农业部；钢联数据；华安期货研究所

3.3.1 养殖存栏偏高，饲料维持较高消费

下游饲料逐渐增产。当前饲料产量处近五年同期较高位置，其中 3 月至今，

猪饲料、肉禽饲料、水产饲料和反刍饲料呈逐渐增产趋势，蛋禽饲料产量偏低与

蛋鸡存栏偏低有关。得益于养殖业猪禽类存栏偏高，养殖业对饲料有刚性需求，

饲料整体盈利偏高。

图表 28: 中国饲料产量当月值（万吨） 图表 29: 分类别饲料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同花顺 iFinD；华安期货研究所

玉米有饲用价格优势利好玉米消费，关注新麦上市、进口玉米和稻谷拍卖压

价程度。饲料原料中，通常情况下，玉米占比超六成，若替代玉米饲用谷物价低，

则具有替代玉米饲用优势。按照玉米减量替代技术方案，替代玉米饲用谷物中，

高粱替代量约 40%-60%，大麦替代量不超过 80%，两者八成依靠进口（高粱进口源

自美国，而大麦进口源自乌克兰和欧洲等），预期新年度高粱和大麦进口价格不

占饲用优势（全球粮食减产且价格偏高，叠加俄乌冲突前景不明）；小麦和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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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产，小麦常有结余，小麦替代玉米量约 30%-40%（2021 年 11 月后，小麦价格

走高，饲用优势丧失），由于供需表中预期小麦新年度结余同比较大，观察 6 月

新麦上市后与玉米形成的饲用竞争，因量少挤占玉米饲用量不大，压制玉米价格

作用或较小；糙米替代量约 10%-15%，2022 年定向拍卖稻谷成交约 3000 万吨，投

放超预期压制玉米价格，预期 2023 年定向稻谷拍卖减至 2000 万吨；上文 3.3.2

中分析进口玉米成本有望走低，进口玉米和稻谷抛储政策仍是 2023 年国家调控玉

米价格的主要手段。从价格和趋势来看，玉米价格偏低，玉米具有饲用消费优势。

图表 30: 中国生猪饲料预期盈利（元/头） 图表 31: 中国肉禽饲料预期盈利（元/只）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32: 玉米及其饲用替代谷物价格（元/吨） 图表 33: 中国小麦供需平衡表（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华安期货研究所

高额养殖利润促进猪禽类养殖补栏，存栏走高提升饲料消费。猪类养殖方面，

由于猪养殖利润较高（2022 年，自繁自养生猪利润由 4月的-531.7 元/头涨至 10

月的 1228.4 元/头），促进养殖户补栏，猪存栏量提升（2022 年 4 月至 10 月，全

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由4177万头增至4379万头；生猪存栏量由42253万头增至44394

万头）。第四季度冬季腊肉备货，猪出栏有所增加，但养殖利润偏高，有利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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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栏。禽类养殖方面，按照理论，祖代鸡存栏量对应 14-38 个月后第一代商品

肉鸡出栏量，尽管今年第二、三季度因海外禽流感，国内引种中断，以自繁为主，

按目前祖代鸡存栏水平，预期2023年肉禽祖代鸡存栏量仍维持历史同期偏高水平；

今年蛋鸡存栏偏低，消费较好，蛋禽养殖利润历史高位，现阶段蛋鸡养殖户积极

补栏，蛋禽存栏正积极修复回升，预期 2023 年蛋鸡存栏量同比大幅增加。2023 年

中国大力刺激内需，饮食消费将有大幅提振，利润驱动促进养殖业补栏，养殖业

总体存栏量偏高利好饲料消费。

图表 34: 中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万头） 图表 35: 商品猪存栏量（万头）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36: 白羽肉鸡祖代存栏数（万套） 图表 37: 中国蛋鸡存栏量（亿只）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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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8: 猪自养利润（元/头） 图表 39: 蛋鸡养殖利润(元/斤)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华安期货研究所

3.3.2 内需修复阶段，加工消费同比稳增

2022 年深加工企业玉米消费需求同比稍显疲软，增量主要由玉米酒精加工企

业消费提振。今年市场需求不振，导致玉米加工企业终端市场时常处于旺季消费

不旺境地，整体开机率不高。玉米深加工业主要由淀粉（52%）、酒精（31%）和

氨基酸（17%）组成。根据钢联数据，2022 年初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玉米深加工

消费玉米量约 5050 万吨（同比增产 3.5%），其中玉米淀粉加工企业消耗玉米量约

2689 万吨（同比减产 1.29%），玉米酒精企业消耗玉米量约 1559 万吨（同比增产

25.25%），玉米氨基酸企业消耗玉米量约 802 万吨（同比减产 11.94%）。对于玉

米消耗变量原因，玉米淀粉方面，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开机率下滑（淀粉糖开机率

处近五年历史同期相对低位），消费玉米量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国内弱需求以

及国内自 8 月起政策限制淀粉出口。若无出口限制，今年玉米淀粉消费量将同比

更高（2022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出口玉米淀粉量约 221233 吨 ，同比增加 76%）。

玉米淀粉加工利润走高主要收益于玉米淀粉的副产品收入。玉米酒精方面，由于

粮食制酒精原料中，玉米价格偏低，提振玉米制酒精市场需求。氨基酸加工方面，

国内弱需求和新冠疫情防控影响，餐饮消费减少，氨基酸制调味品消费减弱，开

机率不及疫情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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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玉米加工企业消费玉米量（万吨） 图表 41: 中国主要深加工企业玉米库存量（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2023 年，玉米加工企业消费量同比有较大增长空间。2022 年因市场需求不振，

玉米深加工企业走货不旺，产品累库，当前中国主要深加工企业玉米库存历史低

位。2023 年若需求恢复效果较好，保守估计加工需求将恢复至 2020 年消费水平。

在政策落实和心理预期向好的背景下，预期 2023 年，玉米淀粉加工企业消费玉米

量缓增（前期因玉米淀粉库存偏高需先去库）；玉米酒精业的玉米消耗量稳增（酒

宴餐饮消费提振和玉米制酒精成本偏低）；氨基酸加工企业（居家、餐饮和旅游

业消费提振）的玉米消耗量增幅较多。

图表 42: 中国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开机率（%） 图表 43: 山东玉米淀粉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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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 中国玉米淀粉物理库存（吨） 图表 45: 中国玉米淀粉出口量（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46: 玉米制乙醇利润（元/吨） 图表 47: 中国玉米酒精企业开机率（%）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图表 48: 中国氨基酸加工企业开机率（%）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库；华安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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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 2023 年，在全球玉米减产的背景下，预期国内玉米供需维持紧平衡态势。

宏观方面，预期国外经济走弱，外需疲软不利国内出口经济，进口粮食成本有望

走低；而国内经济有扩大内需政策指引，后三个季度餐饮需求将有大幅提振。供

应方面，国内 2022/23 年度玉米减产，且无扩种玉米计划，中国玉米供应偏紧，

供应缺口将从增加进口低价玉米弥补；美国和巴西计划扩种玉米，若国内进口量

增加，限制国内玉米期价上涨；生产成本偏高支撑玉米底部价格。需求方面，餐

饮恢复利好玉米下游，饲料养殖业利润较好；玉米深加工企业玉米低库存建库需

求较大。低价进口玉米、稻谷抛储和新麦成为政策调控玉米价格途径。预判 2023

年国内玉米价格整体走势延续高位震荡格局，若内需强劲，则呈稳中偏强走势。

策略上建议逢低买入。2023 年各阶段玉米行情需关注以下因素：

一季度主要关注售粮行情和下游消费。售粮进度影响供应压力释放，东北产

区售粮高峰期一般集中于元旦和春节附近，春节前下游企业备货可提振消费，春

节后需求或有所回落利空期价。此时需注意下游消费变化，疫情防控放开适应期，

居民自主防疫居家少出，下游消费或不及往年同期。玉米价格底部或期间内显现。

二季度和三季度主要关注农资成本、产区天气、进口粮食成本和抛储政策。

前期基层农户售粮逐渐结束，玉米转移至中间贸易商和下游企业手中。玉米种植

生长期易有炒作推高价格，农资成本较高和产区不良天气炒作支撑；同时，调控

政策也频出压价，玉米等进口粮食成本较低，会利空国内玉米价格，大量抛储低

价替代玉米消费的谷物也会下挫玉米价格。

四季度主要关注上市进度、天气和终端消费旺盛程度等。玉米收割收获期集

中于四季度，不良天气不仅影响玉米上市进度，还会干扰新粮质量变化，质量极

端分化会造成市场出现购销博弈情绪。此阶段，供压后移和消费走旺可再助推价

格高位，若价格涨幅过高，仍需关注政策调控压价。

风险因素：国内需求不及预期旺盛；抛储政策超预期压制玉米需求；

居民自主防疫限制出行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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