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羊肉、生鲜乳价格小幅下跌。牛羊肉进入消费淡季，价格小幅回落。据

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2.20元，环比跌1.0%，同比涨

19.8%；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78.54元，环比跌1.4%，同比涨14.9%。奶业主产省

生鲜乳收购价每公斤3.56元，环比跌1.4%，同比涨0.8%。生鲜乳收购价已连续4

个月下跌，累计跌幅7.3%。

禽肉、禽蛋价格延续下跌走势。禽肉、禽蛋供应增加，消费复苏速度偏慢，

贸易商备货谨慎，价格继续下跌。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活鸡集市均价每

公斤19.25元，环比跌2.8%，同比跌3.3%；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21.67元，环

比跌3.2%，同比涨5.8%；鸡蛋零售均价为每公斤8.53元，环比跌4.4%，同比跌

14.3%。

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明显。蔬菜产地转换基本完成，露地蔬菜大量上市，价

格季节性回落较为明显。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

公斤3.90元，环比跌12.0%，同比跌5.1%。其中，22种蔬菜价格环比下跌，洋白

菜、番茄、大白菜、蒜苔和青椒环比跌幅超过20%。

水果价格季节性上涨。应季上市的樱桃、油桃、西瓜、甜瓜等大棚水果和南

方荔枝等热带水果价格较高，带动水果整体价格持续上涨，但同比明显低于上

年水平。5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6.27元，环比涨

5.9%，同比跌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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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牛羊肉价格继续小幅回落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正值牛羊出栏淡季，市场供应减少；随着气温逐

渐回升，消费需求总体偏弱。预计后期价格继续季节性下行。

【详情】

（一）牛羊肉价格继续小幅回落。本月牛羊肉价格继续回

落，但同比上涨，与往年相比仍处高位。5 月份，牛肉集市均

价每公斤 82.20 元，环比跌 1.0%，同比涨 19.8%；羊肉集市均

价每公斤 78.54 元，环比跌 1.4%，同比涨 14.9%。从周价看，

牛肉集市均价在 2 月份第 3 周达到峰值每公斤 85.70 元，之后

连续 14 周下跌，5 月份第 4 周跌至每公斤 81.84 元，累计跌

4.1%；羊肉集市均价从 2 月份第 2 周开始连续 16 周下跌，5

月份第 4 周跌至每公斤 78.22 元，累计跌 4.4%。从主产省看，

一、牛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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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主产省（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月度集市均价

每公斤 74.09 元，环比跌 0.9%；羊肉主产省区（河北、内蒙

古、山东、河南、新疆）月度集市均价每公斤 74.51 元，环比

跌 1.2%。活牛、活羊价格环比继续回落，同比上涨。活牛价

格每公斤 33.76 元，环比跌 0.5%，同比涨 20.4%；活羊价格每

公斤 35.79 元，环比跌 1.2%，同比涨 17.0%。

（二）4 月份，牛肉进口减，羊肉进口增。牛肉：4 月份，

进口量 16.50 万吨，环比减 23.6%，同比增 28.0%，进口额 8.40

亿美元，环比减 27.8%，同比增 38.8%。出口量和出口额均为

零。1-4 月累计，牛肉进口量 67.81 万吨，同比增 54.0%，进

口额 36.90 亿美元，同比增 81.9%，主要进口来源国为巴西（占

进口总量的 35.7%）、阿根廷（占 22.5%）、澳大利亚（占 16.6%）、

乌拉圭（占 11.4%）、新西兰（占 8.5%）；出口量 19.37 吨，同

比减 66.1%，出口额 12.65 万美元，同比减 72.2%，主要出口

意大利。羊肉：4 月份，进口量 3.68 万吨，环比增 1.7%，同

比减 13.6%，进口额 1.65 亿美元，环比减 3.9%，同比减 11.5%；

出口量 59.05 吨，同比减 20.8%，出口额 59.65 万美元，同比

减 25.4%。1-4 月累计，羊肉进口量 13.62 万吨，同比减 3.3%，

进口额 6.83 亿美元，同比增 12.0%，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新西

兰（占进口总量的52.6%）、澳大利亚（占44.6%）；出口量271.69

吨，同比减 38.5%，出口额 307.56 万美元，同比减 34.7%，主

要出口我国香港和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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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计牛羊肉价格继续偏弱运行。从供给看，牛羊出

栏减少，产量相应减少，存栏增加。一季度全国肉牛出栏 1047

万头，同比降 5.8%；牛肉产量 156 万吨，同比降 6.4%；3 月

末全国牛存栏9202万头，同比增1.5%。一季度全国羊出栏6573

万只，同比降 8.3%；羊肉产量 96 万吨，同比降 7.7%。3 月末

全国羊存栏超过 3 亿只，同比增 2.3%。从需求看，牛羊肉消

费季节性萎缩，户外餐饮需求虽然逐渐恢复，但受其他肉类产

品价格下降影响，牛羊肉消费总体偏弱。在市场供需均不旺的

态势下，预计短期牛羊肉价格继续下行。



4

【本月特点】禽肉价格延续下跌走势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禽肉产量继续增长，市场供给充足，随着经济社

会秩序全面恢复，团体、餐饮消费需求加快复苏，预计短期禽

肉价格继续下跌，但跌幅收窄。

【详情】

（一）禽肉价格延续下跌走势。屠宰厂库存增加，鸡肉供

应稳定，终端消费有所好转，但消费量依然低于上年同期，禽

肉价格延续跌势。5 月份，活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19.25 元，环

比跌 2.8%，同比跌 3.3%；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21.67 元，

环比跌 3.2%，同比涨 5.8%。从周价看，5 月份禽肉价格以跌

为主，活鸡价格和白条鸡价格连跌 4 周。5 月第 4 周，活鸡集

市价每公斤18.98元，环比跌0.9%，白条鸡集市价每公斤21.32

二、禽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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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环比跌 0.9%。

（二）4 月份禽肉进口减，出口增。据海关统计，4 月份，

禽肉进口量 11.70 万吨，环比减 11.2%，同比增 72.8%，进口

额 2.85 亿美元，环比减 13.6%，同比增 72.5%；出口量 1.59

万吨，环比增 15.8%，同比减 17.8%，出口额 4451.20 万美元，

环比增 11.7%，同比减 19.5%。1-4 月累计，进口量 41.08 万

吨，同比增 89.5%，进口额 10.48 亿美元，同比增 1.1 倍；出

口量 5.47 万吨，同比减 14.3%，出口额 1.57 亿美元，同比减

15.3%。进口来源国主要为巴西（占进口总量的 58.2%）、俄罗

斯（10.8%）、泰国（9.5%）、阿根廷（8.9%）和美国（7.0%）。

主要出口到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马来西亚、蒙古国、巴林、

朝鲜，对上述 6 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 96.4%。

（三）预计短期禽肉价格将继续下跌，但跌幅收窄。生

产方面，祖代和父母代种鸡存栏恢复至高位，市场调节增加，

种鸡老鸡淘汰叠加部分强制换羽，商品代雏鸡销量增幅放缓，

预计后期出栏量保持高位。养殖亏损，白羽肉鸭和黄羽肉鸡补

栏谨慎，但存栏处于高位，市场总体供给充足。消费方面，随

着学校全面开学，社区、景区及交通逐渐解除限制，经济社会

秩序全面恢复，团体、餐饮消费需求复苏加快。综合判断，预

计短期禽肉价格将继续下跌，但跌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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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生鲜乳收购价连续 4 个月下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图为主产省生鲜乳收购价格数据。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生鲜乳生产转旺、消费不振，预计收

购价将继续下行；国际市场，生鲜乳供大于求，主要乳制品批

发价格将延续下跌趋势。

【详情】

（一）生鲜乳收购价连续 4 个月下跌。受生鲜乳生产持续

增加，终端消费不振影响，生鲜乳收购价继续下跌。据农业农

村部监测，5 月份，我国奶业主产省生鲜乳收购价每公斤 3.56

元，环比跌 1.4%，同比涨 0.8%。生鲜乳收购价连续 4 个月下

跌，累计跌幅 7.3%。

（二）鲜奶零售价格环比持平，同比略涨。据中国价格信

息网监测，5 月份，全国监测城市鲜奶平均零售价格每斤 5.41

三、牛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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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环比涨 0.2%，同比涨 1.1%。其中，袋装鲜奶每斤 4.98

元，环比涨 0.2%，同比涨 1.4%。盒装鲜奶每斤 5.84 元，环比

持平，同比涨 0.9%。

（三）奶粉零售价格环比持平，同比略涨。据中国价格信

息网监测，5 月份，全国监测城市奶粉平均零售价每斤 109.01

元，环比涨 0.2%，同比涨 3.3%。其中，进口奶粉每斤 127.73

元，环比涨 0.3%，同比涨 4.4%；国产奶粉每斤 90.28 元，环

比涨 0.1%，同比涨 1.9%。

（四）1-4 月累计，乳制品进口量额略增，出口量额明显

减少。据海关统计，4 月份，我国乳制品进口量 25.65 万吨，

环比增 5.7%，同比增 2.1%；进口额 10.61 亿美元，环比增

17.7%，同比增 10.5%。出口量 0.35 万吨，环比减 3.0%，同比

减 14.5%；出口额 0.15 亿美元，环比减 4.9%，同比减 46.7%。

4 月份，液态奶 7.44 万吨，环比减 2.5%，同比减 11.1%；鲜

奶 7.16 万吨，环比减 1.9%，同比减 11.0%；酸奶 0.28 万吨，

环比减 15.6%，同比减 14.0%；乳清粉 3.93 万吨，环比减 8.8%，

同比增 14.7%；奶油 0.82 万吨，环比减 19.1%，同比增 3.9%；

乳酪 0.91 万吨，环比减 21.7%，同比减 11.0%；原料奶粉 8.94

万吨，环比增 23.3%，同比增 13.2%；婴幼儿配方奶粉 3.48

万吨，环比增 23.3%，同比增 6.8%。1-4 月累计，我国乳制品

进口量 110.46 万吨，同比增 2.1%；进口额 41.25 亿美元，同

比增 6.5%。出口量 1.33 万吨，同比减 25.8%；出口额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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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增 23.9%。其中，液态奶进口 28.17 万吨，同比

减 0.1%；鲜奶 27.14 万吨，同比增 0.2%；酸奶 1.03 万吨，同

比减 7.6%；乳清粉 16.63 万吨，同比增 11.2%；奶油 5.02 万

吨，同比增 54.5%；乳酪 4.39 万吨，同比增 15.8%；原料奶粉

44.80 万吨，同比减 3.1%；婴幼儿配方奶粉 10.88 万吨，同比

增 1.7%。

（五）鲜奶和奶粉到岸价上涨。4 月份，鲜奶到岸价每吨

8222 元，环比涨 3.5%，同比涨 7.7%；奶粉到岸价每吨 24909

元，环比涨 3.7%，同比涨 25.8%。4 月份奶粉国内外价差 3971

元，与 2019 年 4 月相比缩小 4473 元。

（六）国际主要乳制品批发价继续大幅下跌。国际奶业主

产国产量明显增加，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低

迷，乳制品批发价格下跌。据英国环境、食物与农村事务部统

计数据，4 月份，美国、欧盟和大洋洲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黄油、

脱脂奶粉、全脂奶粉和切达干酪批发均价每吨分别为 3236 美

元、2171 美元、2990 美元和 3784 美元，环比分别跌 18.0%、

15.9%、9.5%和 6.8%，同比分别跌 36.5%、4.9%、12.8%和 4.4%。

（七）预计国内外乳品价格继续下行。国内市场，上半年

国内生鲜乳生产处于旺季，一季度全国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

7.9%，后期产能有望继续增加，但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下降，

消费需求依然低迷，预计后期国内生鲜乳收购价仍以下行为

主。国际市场，1-4 月累计，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主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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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同比分别增 2.9%、2.7%、5.3%，全球供应较为充足。自 2

月份以来，全球乳制品拍卖平台（GDT）主要乳制品拍卖价格

均连续下跌，市场对未来 6 个月的黄油、切达干酪、脱脂奶粉

和全脂奶粉等乳制品价格不看好，预计在供应压力增大、需求

减弱的情况下，国际乳制品价格将继续呈现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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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禽蛋价格持续下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蛋鸡存栏量较为稳定，鸡蛋市场供应充足；各地

积极复工复产，消费需求有望增加，预计后期蛋价震荡走高。

【详情】

（一）鸡蛋价格连续 7 个月下跌。生产方面，去年年底补

栏雏鸡陆续进入产蛋期，蛋鸡产能较为稳定，鸡蛋市场供应充

足。需求方面，餐饮、团体消费需求虽有所复苏，但仍低于上

年同期。鸡蛋价格持续下跌。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 月份，全

国鸡蛋零售月均价每公斤8.53元，环比跌4.4%，同比跌14.3%，

价格连续 7 个月下跌，累计跌幅 31.6%。从周价格走势看，蛋

价逐周下跌。其中，第 1 周价格每公斤 8.74 元，环比涨 1.6%，

第 2 周价格每公斤 8.60 元，环比跌 1.6%，第 3 周价格每公斤

四、禽 蛋



11

8.42 元，环比跌 2.1%，第 4 周价格每公斤 8.35 元，环比跌

0.8%。10 个鸡蛋主产省批发价每公斤 6.70 元，环比跌 1.2%，

同比跌 23.3%。

（二）鸡蛋期货价格环比下跌。5 月份，鸡蛋期货共成交

1834.30 万手，环比减 10.5%，同比增 2.8 倍；成交额 2502.52

亿元，环比减 63.9%，同比增 18.4%；月末持仓量为 55.40 万

手，环比增 4.3%，同比增 67.7%。其中，主力合约 JD2006 成

交量 1007.77 万手，环比减 17.7%；成交额 2846.08 亿元，环

比减 28.2%；月结算价格每 500 公斤 2609 元，环比跌 16.4%。

（三）蛋鸡养殖效益继续下降。5 月份，全国蛋鸡配合饲

料均价每公斤 2.95 元，环比涨 0.3%，同比涨 4.6%。蛋雏鸡平

均价格每羽 3.39 元，环比跌 19.9%，同比跌 7.9%；受鸡蛋零

售价格持续下跌影响，5 月蛋料比价持续下降，为 2.89:1，环

比跌 4.6%，同比跌 18.1%。

（四）4 月份，禽蛋出口增加。据海关统计，4 月份，出

口量为 10346.38 吨，环比增 20.6%，同比增 19.0%；出口额为

1814.79 万美元，环比增 24.3%，同比增 14.3%。贸易顺差为

1814.79 万美元，环比增 24.3%，同比增 14.3%。1-4 月累计，

出口量为 31261.23 吨，同比减 8.7%；出口额为 5512.81 万美

元，同比减 10.4%。贸易顺差为 5512.81 万美元，同比减 10.3%。

（五）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震荡走高。从供给看，去年年

底大量补栏雏鸡将进入产蛋期。据卓创资讯监测，4 月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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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产蛋鸡存栏量 13.56 亿只，环比跌 0.9%，同比涨 12.1%。

产蛋鸡存栏量保持稳定，鸡蛋市场供应较为充足。从需求看，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餐饮、团体消费有所恢复，加之节

日效应拉动消费，需求有望增加。综合以上因素，预计短期内

蛋价将震荡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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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水果价格环比涨，同比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图中为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宗水果平均价格。

【后期走势】随着气温升高，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预计水果价

格将季节性回落。

【详情】

（一）水果批发价格环比涨，同比跌。5 月份，水果供应

“青黄不接”，北方上市的樱桃、油桃、西瓜、甜瓜等大棚水

果和南方荔枝等新上市水果价格较高，水果整体价格延续上涨

态势。其中，巨峰葡萄大量上市期为 6-8 月，目前供给量较少，

处于季节性价格高位期，涨幅较为明显；西瓜随上市量增加，

价格季节性下跌趋势明显。5 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 6.27 元，环比上涨 5.9%，同比下跌

16.3%。其中，西瓜、香蕉、鸭梨环比分别下跌 11.9%、2.7%、

五、水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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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巨峰葡萄、富士苹果环比分别上涨 21.5%、1.5%；菠萝

环比基本持平。鸭梨、富士苹果、西瓜、巨峰葡萄、香蕉同比

分别下跌 49.9%、34.9%、8.3%、2.4%、1.5%；菠萝同比上涨

7.9%。

（二）1-4 月累计，水果进口量减，出口量增。据海关统

计，4 月份，我国水果进口量 86.50 万吨，环比增 38.8%，同

比减5.5%；进口额14.26亿美元，环比增 60.2%，同比增14.1%。

水果出口量 31.41 万吨，环比减 26.5%，同比增 33.9%；出口

额 4.46 亿美元，环比减 26.3%，同比增 23.2%。1-4 月累计，

我国水果进口量 256.72 万吨，同比减 9.4%，进口额 45.87 亿

美元，同比增 7.7%；出口量 147.61 万吨，同比增 19.3%，出

口额 20.87 亿美元，同比增 16.4%。贸易逆差 24.99 亿美元。

（三）预计后期水果价格整体回落。后期随气温升高，桃、

杏、西瓜、甜瓜、葡萄、樱桃等时令水果将集中大量上市，预

计水果价格将出现季节性回落。具体看，西瓜产新区域继续扩

大，供应量不断增加，价格将继续下跌；苹果、梨等存储类水

果，由于冷库存量同比偏高，距离新梨 7 月上市，仅剩一个月

消化期，预计短期内稳中有跌；香蕉成熟速度加快，供应量增

加，预计价格继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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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夏菜”供给继续增加，前期推迟种植的部分品

种也将具备批量上市条件，预计菜价仍有一定下行空间。

【详情】

（一）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逐步趋近常年同期水平。5

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3.90 元，环比跌 12.0%，同比跌 5.1%。蔬菜产地转换基本完

成，冷棚蔬菜和露地蔬菜大量上市，前期推迟生产进度的部分

品种也逐步上市，消费进一步恢复，市场供销两旺，蔬菜价格

季节性加速下行，逐步趋近常年同期水平。分品种看，22 种

蔬菜价格环比下跌，其中洋白菜、番茄、大白菜、蒜苔和青椒

环比跌幅超过 20%，分别为 32.1%、29.6%、29.4%、28.4%和

六、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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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二）1-4 月累计，蔬菜贸易顺差同比增加。4 月份蔬菜

进口量 5.84 万吨，环比减 6.7%，同比减 15.4%，进口额 1.13

亿美元，环比减 0.9%，同比增 6.6%；出口蔬菜 96.20 万吨，

环比减 2.3%，同比增 14.8%，出口额 13.92 亿美元，环比增

1.4%，同比增 18.0%；贸易顺差 12.79 亿美元，环比增 1.6%，

同比增 19.1%。1-4 月累计，进口量 18.28 万吨，同比减 10.1%，

进口额 3.31 亿美元，同比增 10.3%，出口量 330.11 万吨，同

比增0.6%，出口额46.25亿美元，同比增 4.1%；贸易顺差42.94

亿美元，同比增 3.7%。

（三）预计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一般地，6 月份是

每年蔬菜价格最低点，结合当前蔬菜供需情况，随着产地转换

完成，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将大量上市，预计后期果类菜和茎类

菜仍有较大的下行空间；部分地区、个别品种可能出现阶段性

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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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马铃薯市场价格季节性下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图为马铃薯月均批发价。

【后期走势】受市场供应量增加和露地马铃薯比例提高影响，

预计马铃薯价格下跌可能性较大。

【详情】

（一）秋季马铃薯种植规模增加。5 月份为秋季马铃薯集

中播种期，去年马铃薯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水平，马铃

薯种植获益较多，提高了今年薯农种植积极性。同时，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效果显著，人员、农资流通状况明显改善，对

马铃薯春播影响不大。据调度，今年秋季马铃薯产区种植面积

普遍增加，甘肃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去年增加约 5%；内蒙古

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去年增加约 10%。

（二）马铃薯市场价格季节性下跌。5 月份，马铃薯批发

七、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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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每公斤 3.01 元，环比跌 8.7%，同比涨 6.4%。马铃薯价格

季节性下跌明显，主要原因：一是市场供应大量增加。进入 5

月份，山东滕州、云南文山、河南南阳、湖北荆门等多个产区

马铃薯陆续大量供应市场。随着 2020 年春季马铃薯开始集中

上市，马铃薯市场供应偏松。二是蔬菜价格下跌。随着天气加

快转暖，北方蔬菜上市量大幅增加，蔬菜价格走低，对马铃薯

消费替代效应增强，降低了马铃薯消费需求。

（三）贸易呈现顺差状态。据海关统计,4 月份，我国进

口量 0.47 万吨，环比减 60.5%，同比减 53.9%，进口额 0.07

亿美元，环比减 52.9%，同比减 48.5%。出口 3.05 万吨，环比

增 12.2%，同比增 1.19 倍，出口额 0.35 亿美元，环比增 9.7%，

同比增 1.68 倍。贸易顺差 0.28 亿美元。1-4 月累计，进口 3.21

万吨，同比减 20.8%，进口额 2.78 亿美元，同比减 17.1%。出

口 9.83 万吨，同比增 60.1%，出口额 1.03 亿美元，同比增

99.4%。贸易顺差 0.65 亿美元。

（四）预计后期薯价下跌可能性较大。一是市场供应增加。

马铃薯采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山东莱芜、胶州，河南通许、商

丘，河北唐山、昌黎等地马铃薯开始大量上市，市场供应明显

增加，将推动马铃薯价格下跌。二是露地马铃薯比例提高。6

月之后，露地马铃薯占市场供应的比例将迅速提高，与设施马

铃薯相比，露地马铃薯生产成本较低，也将拉低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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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水产品价格持平略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图为 30个品种的加权平均批发价。

【后期走势】淡水养殖产品多数处于生长期，距离上市仍需一

段时间。进入伏季休渔期，海水产品供给以养殖产品、冻品及

进口产品为主。端午假期来临，有利于水产品消费增加。预计

短期水产品供给趋于减少，需求逐渐增加，价格稳中略涨。

【详情】

（一）水产品价格持平略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胜利，水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进一步恢复，市场交易量稳

步回升，价格持平略跌，逐步回归常年水平。中国农业信息网

监测数据显示，5 月份水产品加权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 21.50

元，环比跌 0.6%，同比涨 2.6%。监测的批发市场水产品日均

交易量 4644.83 吨，环比增 12.3%，同比增 0.8%。简单算术平

八、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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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每公斤 53.54 元，环比涨 3.8%，同比跌 0.7%。重点监测

的 30 个产品中，14 个产品环比上涨，9 个产品价格持平，7

个产品价格下跌。

分种类看，淡水鱼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5.21 元，环比

涨4.9%，同比涨10.2%，日均成交量4007.09吨，环比增16.4%，

同比增 6.8%；海水鱼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42.83 元，环比

涨 0.3%，同比涨 3.7%，日均成交量 385.36 吨，环比减 15.6%，

同比减 24.7%；虾蟹类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62.52 元，环

比涨10.8%，同比跌12.6%，日均成交量64.54吨，环比增4.2%，

同比增 2.5%；贝类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20.10 元，环比涨

0.5%，同比涨 31.7%，日均成交量 129.51 吨，环比增 7.8%，

同比减 43.0%。

（二）4 月份大宗淡水鱼价格环比以跌为主。据大宗淡水

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4 月份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

鲫鱼、鳊鱼等大宗淡水鱼苗种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17.2 元、12.8

元、6.9 元、11.2 元、10.9 元、13.5 元、12.5 元，环比以跌

为主。其中，青鱼、鲢鱼、鲤鱼、鲫鱼、鳊鱼苗种价格环比分

别跌 9.5%、0.1%、3.9%、3.1%、5.8%，草鱼、鳙鱼苗种价格

环比分别涨 4.8%和 2.6%。同比看，青鱼、鲤鱼苗种价格分别

跌 6.4%和 14.4%，草鱼、鲢鱼、鳙鱼、鲫鱼、鳊鱼苗种价格分

别涨 5.4%、3.7%、11.3%、3.9%、3.7%。

（三）1-4 月累计，水产品贸易顺差明显收窄。据海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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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4 月份我国水产品进口 59.84 万吨，环比增 16.3%，同比

减 5.6%；进口额 13.97 亿美元，环比增 10.0%，同比减 15.3%。

我国水产品出口 31.70 万吨，环比增 3.7%，同比减 11.1%；出

口额 14.64 亿美元，环比减 2.3%，同比减 15.7%。1-4 月累计，

水产品进口 192.10 万吨，同比减 1.7%，进口额 51.80 亿美元，

同比减 9.8%。水产品出口 111.53 万吨，同比减 18.3%，出口

额 53.62 亿美元，同比减 17.2%。由于出口下降相对较快，水

产品贸易顺差明显收窄，1-4 月累计为 1.82 亿美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 72.8%。

（四）预计水产品价格稳中略涨。前期投苗的淡水养殖产

品多数处于生长期，距离上市仍需一段时间。市场供给主要依

靠现有存塘，随着存塘量逐渐减少，未来供给将下降。进入伏

季休渔期后，近海捕捞生产基本停止，冻品、海水养殖产品以

及进口产品将有效补充海鲜市场。各地纷纷借助互联网平台，

通过线上销售、直播带货等方式，带动水产品消费增长。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加之端午假期来临，有利于水产品消费

增加。预计短期内水产品供给将趋于减少，需求逐渐增加，价

格将稳中略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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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主要饲料产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后期走势】大豆进口超出预期，企业压榨量逐步回升，豆粕

供应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市场价格高位回落；玉米政策性拍卖

对市场形成支撑，价格坚挺。预计短期主要饲料产品价格将高

位偏弱运行。

【详情】

（一）主要饲料产品价格高位运行。5 月份育肥猪、肉鸡、

蛋鸡配合饲料月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3.16 元、3.23 元、2.95

元，环比分别涨 0.6%、0.6%、0.7%，同比分别涨 6.4%、4.9%、

5.0%。从周数据来看，3 种主要饲料产品连续 7 周保持上涨，

截至 5 月第 3 周，集贸市场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3.16 元、3.23

元、2.95 元，为 2015 年 11 月以来的最高价格。

九、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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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原料价格走势分化。豆粕、鱼粉价格略有下跌，

饲用玉米价格坚挺。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国内豆粕 5 月均价每

公斤 3.34 元，环比跌 1.2%，同比涨 9.4%；5 月山东地区 43%

蛋白豆粕出厂价每吨 2767 元，环比跌 12.4%，同比涨 2.4%。

国内大豆到港增加，压榨企业压榨量逐步回升，豆粕供应紧张

得到缓解，截至 5 月第 3 周，全国规模油厂豆粕库存 54.33

万吨，环比增 42.4%，同比减 13.7%。饲用玉米 5 月均价每公

斤 2.19 元，环比涨 0.7%，同比涨 8.2%；南方销区饲用需求清

淡，价格保持平稳，南北港口玉米价格出现倒挂。进口鱼粉 5

月均价每公斤 12.93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7.7%。鱼粉市场

高位运行，饲料企业采购积极性不强，鱼粉需求清淡。

（三）饲料原料进口总体增长。据海关统计，饲用谷物原

料（玉米、大麦、高粱和玉米酒糟），4 月份进口 149.1 万吨，

环比增 60.0%，同比增 16.8%，主要进口来源国为乌克兰

（20.4%）、澳大利亚（16.1%）、美国（12.6%）和加拿大（6.8%），

其中进口美国高粱 18.8 万吨，环比降 40%，同比增 23.2%。1-4

月累计进口 440.1 万吨，同比增 4.7%；饲用蛋白原料（豆粕、

菜粕、葵花籽粕、豌豆和鱼粉），4 月份进口 79.0 万吨，环比

增 41.0%，同比增 102.0%，主要进口来源国为加拿大（42.3%）

和乌克兰（17.8%）。1-4 月累计进口 256.1 万吨，较上年增

56.7%。

（四）预计短期饲料产品价格将偏弱运行。豆粕，随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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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到港量不断增加，豆粕供应充足，养殖需求增长缓慢，饲料

企业采购以随用随买为主，豆粕整体供大于求，预计后期市场

价格将高位回落。饲用玉米，临储拍卖启动后，贸易商出货意

愿增强，市场供应增加，预计短期内玉米价格在高位偏弱运行。

鱼粉，水产养殖增长缓慢，饲料企业采购谨慎，港口库存充足，

价格偏弱运行。后期，由于秘鲁捕捞进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或将导致鱼粉价格再度上涨。综合来看，饲料

产品价格将高位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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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化肥价格小幅下跌

单位：元/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国内化肥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淡季，预计后期化肥

价格以稳为主。

【详情】

（一）国内化肥价格小幅下跌。5 月份，国产尿素平均出

厂价每吨 1680 元，环比跌 4.2%，同比跌 16.4%；磷酸二铵平

均出厂价每吨 2210 元，环比跌 0.9%，同比跌 15.6%；氯化钾

平均出厂价每吨 1895 元，环比跌 9.8%，同比跌 20.4%；国内

复合肥平均出厂价每吨 2170 元，环比跌 2.3%，同比跌 3.6%。

（二）化肥进出口降幅明显。据海关统计，1-4 月累计，

全国进口化肥 352 万吨，同比减 24.3%，进口额 10.8 亿美元，

同比减 26.5%；出口化肥 743 万吨，同比减 5.8%，出口额 15.8

十、农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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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减 28.5%。4 月份，尿素进口主要来自美国，进

口量占比 71.8%；磷酸二铵进口主要来自比利时，进口量占比

90.9%；氯化钾进口主要来自加拿大、俄罗斯和约旦，进口量

占比分别为 47.5%、27.6%和 16.9%；复合肥进口主要来自比利

时和俄罗斯，进口量占比分别为 40.8%和 23.5%。尿素主要出

口至韩国，出口量占比 42.9%；磷酸二铵主要出口至印度、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出口量占比分别为 24.8%、18.1%和 12.8%；

氯化钾主要出口至韩国和日本，出口量占比分别为 60.3%和

30.5%；复合肥主要出口至委内瑞拉、缅甸和越南，出口量占

比分别为 27.8%、27.2%和 11.3%。

（三）国际化肥价格涨跌互现。5 月份，波罗的海地区小

颗粒散装尿素离岸均价每吨 200 美元，环比跌 8.7%，同比跌

19.7%。美国海湾地区二铵离岸价格每吨 301 美元，环比跌

1.3%，同比跌 18.2%。以色列氯化钾离岸价每吨 209 美元，环

比涨 1.5%，同比跌 27.4%。独联体 48%含量复合肥离岸价每吨

265 美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11.1%。

（四）预计后期农资市场价格以稳为主。国内化肥市场进

入传统消费淡季，预计后期化肥价格以稳为主，部分品种市场

价格仍有下跌可能。尿素，企业开工率维持高位，市场供给充

足，需求转淡，预计短期内尿素价格将继续小幅回落。磷酸二

铵，硫磺、磷矿石等原料价格趋稳，市场需求总体清淡，预计

后期二铵价格以稳为主。氯化钾，受钾肥大合同签约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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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预计短期内氯化钾价格下跌态势仍将持续。复合肥，

上游原料价格松动，下游市场需求有限，预计短期内复合肥价

格将弱势维稳。



28

【本月特点】国内外天然橡胶价格止跌回升

单位：元/吨，美元/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主纵坐标为全乳胶上海、山东

市场均价，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主力合约月均价，次纵坐标为泰国 RSS3、印尼 SIR20、
马来西亚 SMR20 的离岸月均价。

【后期走势】随着天气好转，后期新胶供应量将逐步增加，加

之国内促进汽车消费政策不断落地和各地基建投资项目陆续

开工，轮胎企业开工率有望继续增加，预计后期价格将比前期

略有上扬。

【详情】

（一）天然橡胶新胶供应增加。国内海南、云南受干旱及

白粉病影响，开割进度慢于往年同期。国外泰国、马来西亚、

越南等国先后进入开割季，但仍属开割初期，加之受疫情影响，

新胶产出缓慢。

（二）天然橡胶现货价格上涨。国内市场，5 月份全乳胶

十一、天然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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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山东市场均价每吨 9958 元，环比涨 3.9%，同比跌 12.6%；

混合胶山东市场均价每吨9483元，环比涨3.2%，同比跌19.1%。

东南亚市场，泰国 RSS3 均价每吨 1386 美元（折人民币每吨

9850 元），环比跌 4.8%，同比跌 17.9%；印尼 SIR20 均价每吨

1164 美元（折人民币每吨 8273 元），环比涨 3.6%，同比跌

22.2%；马来西亚 SMR20 均价每吨 1164 美元（折人民币每吨

8273 元），环比涨 3.7%，同比跌 21.9%。

（三）天然橡胶期货价格上涨。5 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

主力合约（2009）均价每吨 10286 元，环比涨 3.7%，同比跌

13.6%。东京工业品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2010）结算均价每

千克 152.5 日元（折人民币每吨 10096 元），环比涨 1.9%，同

比跌 19.5%。

（四）天然、混合橡胶进口均减少。据海关统计，4 月份

我国进口天然橡胶 11.95 万吨，环比减 39.9%，同比减 35.1%；

混合橡胶 26.70 万吨，环比减 4.8%，同比增 10.4%。1-4 月累

计，进口天然橡胶 62.29 万吨，同比减 4.9%，进口额为 8.44

亿美元，同比增1.8%；进口混合橡胶107.43万吨，同比增4.9%，

进口额 15.21 亿美元，同比增 9.7%。

（五）预计后期天然橡胶价格将比前期略有上扬。供给方

面，从 5 月下旬情况看，干旱天气和白粉病造成的不利影响逐

渐减弱，短期内若无重大灾害天气发生，国内海南、云南有望

实现大面积开割。国外泰国主产区南部各省及越南产区干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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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缓解，后期新胶恢复供应可能性大，预计全球新胶供应增加。

需求方面，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仍存在很大变数，

从我国进口轮胎量短期内难以恢复。但随着国内促进汽车消费

政策的不断落地，以及各地基建投资项目的陆续开工，轮胎开

工率有望继续增加。综上，预计后期国内价格仍将低位震荡，

但比前期略有上扬。



牛羊肉、生鲜乳价格小幅下跌。牛羊肉进入消费淡季，价格小幅回落。据

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2.20元，环比跌1.0%，同比涨

19.8%；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78.54元，环比跌1.4%，同比涨14.9%。奶业主产省

生鲜乳收购价每公斤3.56元，环比跌1.4%，同比涨0.8%。生鲜乳收购价已连续4

个月下跌，累计跌幅7.3%。

禽肉、禽蛋价格延续下跌走势。禽肉、禽蛋供应增加，消费复苏速度偏慢，

贸易商备货谨慎，价格继续下跌。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活鸡集市均价每

公斤19.25元，环比跌2.8%，同比跌3.3%；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21.67元，环

比跌3.2%，同比涨5.8%；鸡蛋零售均价为每公斤8.53元，环比跌4.4%，同比跌

14.3%。

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明显。蔬菜产地转换基本完成，露地蔬菜大量上市，价

格季节性回落较为明显。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

公斤3.90元，环比跌12.0%，同比跌5.1%。其中，22种蔬菜价格环比下跌，洋白

菜、番茄、大白菜、蒜苔和青椒环比跌幅超过20%。

水果价格季节性上涨。应季上市的樱桃、油桃、西瓜、甜瓜等大棚水果和南

方荔枝等热带水果价格较高，带动水果整体价格持续上涨，但同比明显低于上

年水平。5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6.27元，环比涨

5.9%，同比跌16.3%。

本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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