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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稻米价格基本稳定，国际大米价格上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指全国晚籼米（标一）批发均价，国际价格指泰国曼谷（25%含碎率）大米到岸

税后价格，2010年 1月份以来的美元汇率按当月银行基准价均价计算。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供应充足，终端需求低迷，预计后期国

内大米价格企稳。受新冠疫情和蝗灾影响，预计后期国际大米

价格高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稻谷价格基本稳定。国储和地储稻谷拍卖持续

推进，粮源供应充足。市场需求低迷，米企开机率持续下滑。

国内稻谷市场基本稳定，但基于前期涨势基础，仍高于上年同

期价格。6 月份，早籼稻收购均价每斤 1.20 元，环比跌 1.6%，

同比涨 6.2%；晚籼稻 1.29 元，环比跌 0.8%，同比涨 2.4%；

粳稻 1.44 元，环比涨 3.6%，同比涨 5.9%。

（二）国内大米市场稳中趋弱。受国内稻谷供应充足、大

一、稻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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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场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国内大米价格稳中趋弱运行。6

月份，早籼米批发均价每斤1.84元，环比跌0.5%，同比涨1.7%；

晚籼米每斤 2.07 元，环比涨 3.0%，同比涨 4.5%；粳米每斤

2.17 元，环比涨 0.9%，同比涨 2.4%。

（三）国际大米价格上涨。各国政府抗击新冠疫情，提高

大米储备，越南、泰国等主要大米出口国价格上涨。6 月份，

国际大米价格（曼谷离岸价，25%含碎率，下同）每吨 501 美

元，环比涨 1.4%，同比涨 23.1%。

（四）国际大米到岸税后价高于国内，价差继续扩大。6

月份，配额内 1%关税下泰国大米到岸税后价每斤 2.13 元，比

国内晚籼米批发价每斤高 0.06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4 元；

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77 元，比国内低 0.30 元，低 14.5%。

（五）1-5 月累计，我国大米进出口均下降。据海关统计，

5 月份我国进口大米 22.39 万吨，环比增 20.8%，同比增 7.0%；

出口大米 33.20 万吨，环比增 36.2%，同比减 3.1%。1-5 月累

计，进口大米 97.23 万吨，同比减 8.6%；进口额 5.41 亿美元，

同比减 4.1%；出口大米 109.73 万吨，同比减 6.4%；出口额

4.42 亿美元，同比减 1.3%。进口大米主要来自越南（占进口

总量的 34.1%）、缅甸（占 21.3%）、巴基斯坦（占 14.1%）、泰

国（占 13.0%）、柬埔寨（占 12.2%）。出口目的地主要是埃及

（占出口总量的15.8%）、韩国（占10.0%）、塞拉利昂（占8.2%）、

巴布亚新几内亚（占 6.1%）、喀麦隆（占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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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大米产需基本平衡。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6 月份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 5.09 亿吨，比上年度

增 1.6%；消费量 5.10 亿吨，比上年度增 1.6%；期末库存 1.82

亿吨，比上年度减 0.8%；库存消费比 35.7%，比上年度下降

0.8 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为 4720 万吨，比上年度增 5.1%。

（七）预计国内米价平稳运行，国际米价高位震荡。国

内市场，粮源供应充足，7 月下旬各地早稻即将上市，而大米

消费仍处淡季，终端需求低迷，米价缺乏上涨基础，预计后期

国内米价维持稳定。国际市场，受新冠疫情和蝗灾影响，国际

大米供应链面临冲击，预计后期国际大米价格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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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新麦稳开高走，国际小麦价格下跌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广州黄埔港优质麦到港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随着储备库轮入和面粉厂采购新麦囤货接近尾

声，预计后期小麦价格上涨乏力。2020/21 年度全球小麦期末

库存进一步上升，供应前景较为充裕，预计后期国际小麦价格

将维持弱势震荡格局。

【详情】

（一）夏粮丰收已成定局，收购进度偏慢。截至 6 月下旬，

全国冬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夏粮收购全面展开。据农业农村部

农情调度和专家实地调查分析，今年夏粮面积稳定、单产提高，

丰收已成定局。小麦产量构成“三因素”中，亩穗数增加较多，

穗粒数基本持平，千粒重接近去年最好水平，为丰收打下良好

二、小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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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今年小麦有三个提高：一是单产提高，预计亩产平均可

以提高 4 公斤；二是品质提高，籽粒饱满，一二等麦明显增多；

三是专用麦比例提高，强筋弱筋小麦占比较上年提高 2.8 个百

分点。今年小麦收获期有所提前，开秤初期收购进度快于上年。

但 6 月中旬以来，由于江淮地区降雨较多，对新粮购销造成了

一定影响，加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户储粮意愿有所

增强，收购量小幅回落。截至 6 月 30 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

购 2389.2 万吨，同比减少 219.9 万吨。虽然湖北、江苏和安

徽相继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但政策性收购量仍较

往年明显下降，市场化收购占据主导地位。

（二）国内新麦价格稳开高走。本月面粉企业开工率处于

低位，加上新麦大量上市，陈麦市场购销明显降温，国家政策

性小麦拍卖成交量大幅下降。本月国家政策性小麦拍卖累计投

放量 836.22 万吨，实际成交量 14.16 万吨，平均成交率 1.7%，

较上月下降 5.5 个百分点。新麦上市初期部分地区市场收购价

低于最低收购价，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小麦开秤价（国标

三等，下同）每斤 1.10-1.11 元，托市收购预案启动后，拉动

小麦价格回升至每斤 1.12 元左右。之后市场主体收购新麦的

热情趋旺，各级储备粮轮换补库积极，加工企业前期原料库存

偏低，也存在补库需求，同时北方产区玉米价格上涨，小麦成

本优势凸显，饲料企业逐渐增加小麦采购量，本月中下旬全国

麦价持续上扬，6 月底收购价普遍上涨至每斤 1.14-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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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开秤初期高 4-6 分钱，比去年同期高 2-5 分钱。郑州粮食批

发市场 2020 年产普通小麦价格每斤 1.15 元，同比涨 2.9%；

优质麦每斤 1.27 元，同比涨 3.3%。

（三）国际小麦价格下跌。由于美国冬小麦收获进展顺利，

出口需求不旺，加上欧洲一些地区小麦产量前景改善，供应压

力加大，本月国际市场小麦期现货价格继续下跌。其中，墨西

哥湾硬红冬麦（蛋白质含量 12%）平均离岸价每吨 222 美元，

环比跌 3.1%，同比跌 5.9%；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麦期货

近期合约平均价格每吨 162 美元，环比跌 5.3%，同比跌 4.7%。

（四）国内外价差缩小。6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

（蛋白质含量 12%）离岸价直接折人民币每斤 0.79 元，比优

质麦产区批发价低 0.48 元；配额内 1%关税下到岸税后价约每

斤 1.10 元，比国内优质麦销区价低 0.24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2 元。

（五）5 月份小麦进出口均大幅增长。据海关统计，5 月

份，我国进口小麦及制品 81.18 万吨，环比增 1.2 倍，同比增

2.9 倍；出口 3.50 万吨，环比增 1.9 倍，同比增 87.5%。1-5

月累计，进口小麦及制品 244.19 万吨，同比增 67.8%；进口

金额 6.99 亿美元，同比增 62.2%；同期出口 10.31 万吨，同

比减 17.2%；出口金额 0.39 亿美元，同比减 22.0%。进口主要

来自澳大利亚（占进口总量的 35.1%）、法国（占 31.7%）、加

拿大（占 14.7%）、立陶宛（占 8.1%）、哈萨克斯坦（占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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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主要目的地是朝鲜（占出口总量的 71.8%）、香港（占

26.0%）。

（六）全球小麦供需前景较为宽松。由于欧盟、乌克兰和

美国产量预期下降，预计 2020/21 年度全球小麦产量将略低于

上年。尽管产量下降，但新冠疫情对全球小麦需求的抑制作用

仍将进一步推高全球库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6 月预

测，2020/21 年度全球小麦产量 7.58 亿吨，比上年度减 0.5%；

消费量 7.54 亿吨，比上年度减 0.4%，产大于需 400 万吨；期

末库存 2.80 亿吨，比上年度增 1.5%；库存消费比 37.2%，同

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贸易量为 1.78 亿吨，比上年度增 1.4%。

（七）预计后期国内小麦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国内市场，

今年小麦丰收已成定局，且新麦品质普遍较好，加上国家政策

性库存处于高位，市场供应整体较为充裕。后期随着储备库轮

入接近尾声，对价格的支撑效应也会逐渐降低。当前处于面粉

消费淡季，面粉企业有库存后也会降低采购力度，小麦季节性

供应压力将逐渐显现。预计后期国内小麦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不同区域及不同品质的小麦因供需格局差异，价格走势将有所

分化。国际市场，虽然 2020/21 年度全球小麦产量略有下降，

但受需求下降影响，期末库存将进一步上升，供应前景依然较

为充裕，国际小麦价格将维持弱势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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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国际价格触底反弹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东北 2 等黄玉米运到广州黄埔港的平仓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

玉米（蛋白质含量 12%）运到黄埔港的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前期拍卖临储玉米陆续出库，压制价格上涨，但

玉米加工品价格上调，市场看涨预期仍然较强，预计后期国内

玉米价格将在高位运行。由于全球玉米市场供给宽松和新冠肺

炎疫情持续，玉米消费恢复缓慢，价格上涨动力不足，预计后

期国际玉米价格仍将低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尽管临储玉米拍卖持续，

但拍卖粮运到企业尚需时日，而企业库存已捉襟见肘。随着玉

米饲用和工业消费的需要，企业不断提高收购价格，加之贸易

商挺价惜售也不断推高市场预期，本月玉米价格继续上涨，黑

龙江和山东增幅较大，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6 月底，吉林深

三、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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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挂牌收购价为每斤0.89元至0.95元，环比持平略涨，

同比跌 0.02 元至涨 0.05 元；黑龙江为 0.85 元至 1.00 元，环

比持平至涨 0.05 元，同比涨 0.06 元至 0.19 元；山东为 1.08

元至 1.17 元，环比涨 0.01 元至 0.08 元，同比涨 0.14 元至

0.18 元。6 月份，产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03 元，环比涨 1.4%，

同比涨 7.2%。其中，东北产区 1.01 元，环比涨 1.5%，同比涨

8.9%；华北黄淮产区 1.09 元，环比涨 1.5%，同比涨 9.9%。销

区批发月均价每斤 1.11 元，环比涨 2.9%，同比涨 9.4%。

（二）国际玉米期现货价格触底反弹。6 月中旬，美国玉

米带出现炎热天气，玉米生长条件有所恶化，尽管后期有一些

降雨，但降雨量小于预期，玉米生长条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抽丝进度低于五年均值。同期，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能源

信息署（EIA）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乙醇产量继续增加，油品

市场前景良好将带动对玉米的需求，国际玉米期现货价格触底

反弹。6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玉米平均离岸价每吨 158

美元，环比涨 5.3%，同比跌 19.8%；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玉米主力合约（2020 年 7 月）收盘月均价每吨 129 美元，环

比涨 2.4%，同比跌 25.4%。

（三）国内外价差扩大。6 月份，美国墨西哥湾 2 级黄玉

米平均离岸价折合人民币每斤 0.56 元，比国内产区批发价低

0.46 元；进口配额内 1%关税的国外玉米运抵我国南方港口的

到岸税后价每斤 0.80 元，比国内玉米到港价低 0.30 元，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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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月扩大 0.02 元；配额外 65%关税的美国玉米运抵我国南

方港口到岸税后价每斤 1.28 元，比国内玉米到港价高 0.18

元。

（四）5月份玉米进口下降。5月份，我国玉米进口量63.69

万吨，环比减 28.2%，同比减 14.7%；出口量 50 吨，环比减

87.0%，同比减 97.2%。1-5 月累计，我国玉米进口量 277.45

万吨，同比增 16.0%；出口量 0.17 万吨，同比减 73.8%。净进

口 213.60 万吨，同比增 16.2%。进口主要来自乌克兰（占进

口总量的 93.8%）、保加利亚（占 4.0%）、俄罗斯（占 2.1%）、

美国（占 0.0%）。主要出口到朝鲜（占出口总量的 70.6%）、俄

罗斯（占 23.5%）。

（五）2020/21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和期末库存增加。据美

国农业部 6 月份供需报告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

11.88 亿吨，比上年度增 6.7%；总消费量 11.64 亿吨，比上年

度增 3.8%；贸易量 1.83 亿吨，比上年度增 7.7%。预计全球玉

米期末库存 3.38 亿吨，比上年度增 8.0%；库存消费比 29.0%，

比上年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

（六）预计国内价格高位运行，国际价格保持低位震荡。

本月临储玉米拍卖成交 1586 万吨，加上 5 月 28 日首拍的 399

万吨，不久将有 1988 万吨临储玉米流入市场，另有 410 万吨

的临储玉米将在 7 月初拍卖，未来一段时间，市场供给将明显

增加，玉米价格存在回调压力。但由于拍卖高成交、高溢价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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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淀粉、酒精等终端产品价格也随之

上调，市场看涨心态仍然较强，预计后期国内玉米价格将高位

运行。国际玉米价格尽管触底回升，但在全球玉米市场供给宽

松、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明显好转迹象的背景下，玉米消费

需求恢复缓慢，价格上涨动力不足，预计后期将保持低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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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豆价高位震荡回落，国际价格低位回升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国际价格为青岛港口的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方面，豆制品销售旺季即将到来，经销商库

存减少且基层收购困难，但临储大豆陆续投放，有效供给增加，

预计豆价高位震荡。国际方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继续推

进，全球大豆市场供应充足，预计国际大豆价格低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大豆价格高位震荡回落。本月东北地区“无豆

可收”，现货库存基本出清，国产大豆价格保持高位。截至 6

月 30 日，中储粮共竞价销售 4 次，累计投放大豆 19 万吨，成

交率 100%，高溢价支撑大豆期货现货市场价格。6 月份，黑龙

江国产油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03 元，环比涨 0.6%，同比

涨 23.2%；黑龙江国产食用大豆平均收购价每斤 2.55 元，环

四、大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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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跌 0.2%，同比涨 40.7%；山东国产大豆入厂价每斤 2.74 元，

环比跌 0.8%，同比涨 33.1%；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主力合约（国

产非转基因大豆，2020 年 9 月）收盘价每斤 2.33 元，环比涨

5.1%，同比涨 34.5%。山东地区中等豆粕出厂价每吨 2719 元，

环比跌 1.0%，同比跌 7.7%。

（二）国际大豆价格低位回升。本月巴西大豆出口报价高

于美国，大豆出口竞争力减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继续推

进，中国企业持续增加美国大豆采购，利好美国大豆出口，国

际大豆价格低位回升。6 月份，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大豆主力合约（2020 年 7 月）平均收盘价每吨 319 美元，环

比涨 3.2%，同比跌 2.1%。

（三）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与国产大豆价差缩小。6 月份，

山东地区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每斤 1.59 元，环比涨 5.1%，比

当地国产大豆价格每斤低 1.15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10 元。

美国大豆离岸价折人民币每斤 1.19 元，比山东地区国产大豆

采购价低 1.55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0.04 元。

（四）1-5 月累计，大豆进口量额双增。据海关统计，5

月份我国进口大豆 937.70 万吨，环比增 39.7%，同比增 27.4%；

进口额 35.99 亿美元，环比增 37.0%，同比增 25.0%。出口大

豆 0.77 万吨，环比减 32.5%，同比减 33.0%；出口额 735.80

万美元，环比减 26.8%，同比减 25.8%。1-5 月累计，我国进

口大豆 3388.39 万吨，同比增 6.7%；进口额 134.19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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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 1.5%。出口大豆 4.66 万吨，同比减 21.4%；出口额

3938.30 万美元，同比减 21.5%。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国是巴西

（占进口总量的 65.0%）、美国（占 26.5%）、阿根廷（占 6.5%）。

（五）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供应充裕。据美国农业部 6

月份供需月报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 3.63 亿吨，

比上年度增 2750 万吨，增幅 8.2%。全球大豆消费 3.62 亿吨，

比上年度增 1339 万吨，增幅 3.8%；全球大豆贸易量 1.62 亿

吨，比上年度增加 644 万吨，增幅 4.1%；期末库存 0.96 亿吨，

大豆库存消费比 26.6%，比上年度下降 1.9 个百分点。

（六）预计后期国产大豆价格高位震荡，国际大豆价格

低位震荡。国内方面，经销商库存减少且基层收购困难，但随

着临储大豆和俄罗斯大豆陆续进入市场，国内供给预期增加，

预计国产大豆价格高位震荡。国际方面，下半年美国将成为全

球大豆供应主力，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推进，美国大豆

需求持续向好，利于美国大豆价格；但美国大豆播种结束，优

良率较高，播种面积大幅提升，预计产量将有较大增长，美豆

库存处于偏高水平，抑制美豆价格涨幅；预计国际价格将低位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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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棉价环比上涨

单位：元/吨，%

注：国内价格为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3128B级棉花销售价格，国际价格为进口棉价

格指数（FC Index）M级棉花到岸税后价（滑准税下）。

【后期走势】国内市场，受全球疫情蔓延影响，我国纺织品服

装出口面临较大挑战，棉花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恢复。储备棉

轮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供给，预计短期内国内棉价将维持弱

势。国际市场，主要消费国失业人口增加，消费需求减少，预

计短期内国际棉价将低位震荡。

【详情】

（一）国内棉价小幅上涨。6 月份，国内经济运行秩序有

序恢复，内需持续回暖，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9%，新订单指数为 51.4%，分别比上月上升 0.3 和 0.5 个

百分点。据《中国棉花工业库存调查报告》采购意向调查显示，

本月准备采购棉花的企业占 64.9%，环比上升 14.9 个百分点。

五、棉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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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加带动棉价小幅回升，6 月份，国内 3128B 级棉花月均

价每吨 11958 元，环比涨 2.7%，同比跌 15.5%。郑棉期货主力

合约（CF009）月结算价每吨 11710 元，环比涨 1.6%，同比跌

14.9%。

（二）国外棉价环比上涨。本月上旬，受全球主要国家经

济好于预期支持，国际棉价延续上涨走势。中下旬，美国和巴

西等国疫情反弹、美棉出口数据低于预期等因素导致市场担忧

情绪加重，国际棉价开始走低。6 月份，Cotlook A 指数（相

当于国内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磅67.80美分，环比涨3.2%，

同比跌 12.7%。

（三）国内外价差缩小。Cotlook A指数（相当于国内3128B

级棉花）折合人民币每吨 10606 元，比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

Index）3128B 级每吨低 1352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94 元。进

口棉价格指数（FC Index）M 级（相当于国内 3128B 级棉花）

月均价每磅 68.34 美分，1%关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1969

元，比国内价格高 11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127 元；滑准税下

折到岸税后价每吨 13740 元，比国内价格高 1782 元，价差比

上月缩小 212 元。

（四）棉花进口环比减少，纺织品服装出口环比增加。

据海关统计，5 月份我国进口棉花 7.0 万吨，环比减 43.9%，

同比减 61.1%。1-5 月累计，我国进口棉花 80.8 万吨，同比减

20.9%。5 月份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295.54 亿美元，环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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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同比增 24.0%。1-5 月累计，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

961.81 亿美元，同比减 3.4%。

（五）纺纱量持平略增，纱线价格持续下跌。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5 月份我国纱产量 219.8 万吨，环比增 1.9%。1-5

月累计，我国纱产量为 911.9 万吨，同比降 18.1%。市场需求

疲软，纱布产销率低于往年，纱线价格持续下跌。据《中国棉

花工业库存调查报告》数据，6 月初企业纱产销率为 85.4%，

同比下降 2.6 个百分点，布产销率为 85.2%，同比下降 6.7 个

百分点，纱布库存量均高于近三年均值。6 月主要代表品种 32

支纯棉普梳纱线均价每吨 18714 元，环比跌 0.3%，同比跌

12.0%。

（六）ICAC 调增 2020/21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国际棉花

咨询委员会（ICAC）6 月预测，2020/21 年度全球棉花产量为

2512 万吨，较上月调增 7 万吨，贸易量为 847 万吨，较上月

调增 5 万吨，消费量为 2375 万吨，全球期末库存为 2312 万吨，

为近五年最高水平，全球除中国以外地区的库存消费比为

89%。

（七）预计短期内国内外棉花价格将低位震荡。国内市

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受全球疫情蔓延

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较大挑战，棉花消费需求短期

内难以恢复。2020 年 6 月 30 日，国家宣布启动 50 万吨国储

棉轮出政策，每日挂牌量为 0.8 万吨，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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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短期内国内棉价将维持弱势。国际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

世界银行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5.2%，主要消费国失业

人口增加、收入下降，消费需求减少，预计短期内国际棉价将

低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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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外食用植物油价格普涨

单位：元/斤，%

注：国内价格为山东四级豆油出厂价，国际价格为到山东港口的南美毛豆油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产油菜籽进入压榨旺季，受品质较好和进口量

大幅减少的影响，国内价格有望稳中有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食用植物油国际贸易和终端消费回升，但美国、巴西等国新冠

肺炎疫情再次恶化将减慢经济复苏进程，加之原油价格震荡调

整，预计短期国内外食用植物油价格将震荡上涨。

【详情】

（一）食用油籽价格稳中有涨，植物油价格普遍上涨。

国产油菜籽进入收获上市旺季，品质普遍较好，压榨企业采购

积极性较高，带动价格上涨。花生上市量减少，价格基本平稳。

6 月份，湖北地区油菜籽进厂价每斤 2.62 元，环比涨 1.9%，

同比涨 6.9%；山东地区二级花生仁批发价每斤 4.55 元，环比

六、油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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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同比涨 30.7%。受端午节前备货需求增加和国际价格上

涨的带动，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普遍上涨。6 月份，山东四级

豆油出厂均价每吨 5672 元，环比涨 5.1%，同比涨 10.3%；天

津港 24 度棕榈油到港价每吨 5349 元，环比涨 11.8%，同比涨

23.2%；湖北四级菜籽油出厂价每吨 8019 元，环比涨 6.7%，

同比涨 9.9%；山东一级花生油出厂价每吨 16363 元，环比涨

2.3%，同比涨 34.1%。

（二）国际食用油籽和植物油价格普涨。加拿大减少油菜

播种面积，欧盟油菜受干旱气候影响，单产预计减少，全球油

菜籽产量不及预期，带动国际价格上涨。受各国重启经济的影

响，国际贸易往来和终端消费需求逐步恢复，加之原油价格持

续上涨，带动食用植物油价格普涨。6 月份，加拿大油菜籽 CNF

均价（离岸价＋运费）每吨 416 美元，环比涨 3.0%，同比涨

2.2%；南美豆油 CNF 均价每吨 724 美元，环比涨 11.2%，同比

涨 6.9%；马来西亚 24 度棕榈油离岸价月均价每吨 655 美元，

环比涨 16.9%，同比涨 6.8%。

（三）加拿大油菜籽到岸税后价低于国内，内外价差与上

月持平。6 月份，9%关税下的加拿大油菜籽到我国口岸的税后

价格每斤 1.82 元，比国内油菜籽进厂价每斤低 0.80 元，价差

与上月持平；美国墨西哥湾豆油离岸价每吨 655 美元，折人民

币每斤 2.25 元，比国内销区豆油价格低 0.58 元，价差比上月

缩小 0.20 元；山东口岸的进口豆油税后价每斤 3.06 元，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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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产豆油出厂价每斤高 0.22 元。

（四）1-5 月累计，食用油籽进口量明显增加，食用植物

油进口量明显减少。据海关统计，5 月份我国进口食用油籽

1001.11 万吨，环比增 38.4%，同比增 29.1%；进口食用植物

油 88.01 万吨，环比增 14.6%，同比减 1.2%。1-5 月累计，我

国进口食用油籽 3648.55 万吨，同比增 6.1%，进口额 151.04

亿美元，同比增 1.6%；进口食用植物油 370.77 万吨，同比减

7.0%，进口额 27.54 亿美元，同比增 8.7%。其中，油菜籽进

口 127.91 万吨，同比减 25.3%，主要来自加拿大（占 68.8%）、

澳大利亚（占 22.6%）、俄罗斯（占 7.5%）；棕榈油进口 200.96

万吨，同比减 28.3%，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占 51.7%）、马来

西亚（占 47.9%）；豆油进口 19.80 万吨，同比增 1.7%；菜籽

油进口 67.25 万吨，同比增 37.7%；豆粕进口 1.50 万吨，同

比增 2.4 倍；菜粕进口 74.92 万吨，同比增 28.7%。

（五）2020/21 年度全球油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创历史

新高，期末库存下降。据美国农业部 6 月份预测，2020/21 年

度，全球油籽产量 6.06 亿吨，比上年度增 5.4%；消费量 6.04

亿吨，比上年度增 2.2%；贸易量 1.86 亿吨，比上年度增 3.9%；

期末库存 1.12 亿吨，比上年度减 2.6%；库存消费比 18.5%，

比上年度下降 0.9 个百分点。全球食用植物油产量 2.09 亿吨，

比上年度增 2.5%；消费量 2.06 亿吨，比上年度增 3.0%；贸易

量 8624 万吨，比上年度增 2.8%；期末库存 2033 万吨，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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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减 6.2%；库存消费比 9.9%，比上年度下降 0.9 个百分点。

（六）预计国内油籽和食用植物油价格稳中有涨。国内

市场，油料方面，夏收油菜籽将进入压榨旺季，受国产品质较

好和进口量大幅减少影响，国内价格预计稳中有涨。油脂方面，

随着气温升高，食用植物油消费进入传统淡季，消费需求持续

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较小，加之原油价格震荡调整，预计短期内

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总体趋稳，部分产品受原料价格支撑，价

格稳中有涨。国际市场，全球各国经济逐步活跃，国际贸易和

终端消费需求明显增加，但美国、巴西等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再

次恶化，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进度，加之原油价格震荡调整，

生物柴油需求有限，预计短期内国际油籽和植物油价格盘整后

震荡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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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国内糖价稳中略涨，国际糖价大幅上涨

单位：元/吨，%

注：国内价格为广西食糖批发市场食糖现货批发价格的月度均价；国际价格为配额内 15%关

税的巴西原糖到珠江三角洲的到岸税后价。

【后期走势】国内糖市加快进入传统消费旺季，预计国内糖价

将继续小幅上涨。国际市场供给总体偏紧，短期内国际货运受

阻和原油价格恢复等支撑国际糖价上涨，但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导致市场需求减弱，国际糖价继续上涨空间有限。

【详情】

（一）国内糖价稳中略涨。随着国内用糖企业生产逐步恢

复，市场需求有所增加，带动食糖价格略有上涨。6 月份，国

内食糖均价每吨 5425 元，环比涨 24 元，涨幅 0.4%；同比涨

254 元，涨幅 4.9%。

（二）国际糖价大幅上涨。受巴西货币走强、原油价格大

幅反弹以及国际货运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受阻等影响，国际糖

七、食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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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继续上涨。6 月份，国际食糖均价（洲际交易所 11 号原糖

期货均价，下同）每磅 11.83 美分，环比涨 1.25 美分，涨幅

11.8%；同比跌 0.61 美分，跌幅 4.9%。

（三）国内外价差缩小。由于国际糖价继续大幅上涨，国

内糖价稳中略涨，本月国内外价差继续缩小。6 月份，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3304 元，环比涨 262 元，

涨幅 8.6%，比国内糖价低 2121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 238 元。

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4203 元，

环比涨 342 元，涨幅 8.9%，比国内糖价低 1222 元，价差比上

月缩小 318 元。

（四）1-5 月累计，食糖进口减少。5 月份，我国进口食

糖 29.76 万吨，环比增 2.0 倍，同比减 22.4%。1-5 月累计，

我国进口食糖 82.89 万吨，同比减 10.9%，进口额 3.17 亿美

元，同比减 2.5%。我国进口食糖主要来自古巴（占进口总量

的 37.2%）、巴西（占 17.6%）和泰国（占 7.4%）。

（五）国际市场产需缺口仍较大。据国际糖业组织（ISO）

6 月 2 日报告显示，预计 2019/20 榨季全球食糖产量为 1.67

亿吨，同比减少 4.4%，消费量 1.76 亿吨，同比增加 1.3%，在

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的影响下，产需缺口约

930 万吨，比此前预计调减 14 万吨，但仍为近 11 年以来新高。

（六）预计国内外糖价小幅上涨。国内方面，随着用糖企

业生产逐步恢复，国内糖市加快进入传统消费旺季，在供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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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偏紧的情况下，预计国内糖价将继续保持小幅上涨态势。后

期需密切关注南方强降雨天气对甘蔗生长和食糖跨区调运等

影响。国际方面，巴西、印度等产糖国疫情持续恶化，全球海

运受阻、原油价格逐步恢复等将支撑国际糖价继续上涨，但国

际需求受疫情影响而持续减弱，国际糖价继续上涨的空间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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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特点】猪肉价格连续 4 周回升

单位：元/斤，%

注：国内猪肉价格、猪粮比价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布数据整理。

【后期走势】生猪产能继续恢复性增长，商品猪供给依然偏紧。

猪肉消费逐步恢复，预计将带动猪肉价格小幅上涨。受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德巴意荷等国猪肉出口企业自主或被动暂停对华

猪肉出口，预计猪肉进口环比小幅下降。

【详情】

（一）生猪、仔猪和猪肉价格止跌回升，仔猪价格环比

略跌。随着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户外餐饮消费

缓慢恢复，叠加端午假期效应，猪肉消费需求增加，带动猪价

上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1-5 月，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

宰量6172.95万头，同比减33.9%，其中，5月份屠宰量1382.21

万头，环比增 8.2%，同比减 27.8%。5 月份 400 个监测县生猪

八、猪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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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环比增 3.9%，同比减 15.7%，其中，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

3.9%，同比减 5.6%。6 月份猪肉价格每公斤 47.88 元，环比涨

0.6%，同比涨 86.9%；生猪价格每公斤 31.48 元，环比涨 5.5%，

同比涨 97.5%；仔猪价格每公斤 96.14 元，环比跌 0.1%，同比

涨 1.4 倍。

从不同省市看，大部分省市猪肉月均价出现上涨态势，其

中东北地区涨幅最为明显，辽宁和吉林涨幅达 4.5%，福建、

黑龙江、山东等省涨幅超 3.5%。贵州省猪肉价格领跌，跌幅

5.4%。生猪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山东、辽宁、河南、黑龙江、

河北、天津、吉林等省涨幅最高，均超 10.0%，新疆和海南两

省持平，青海、贵州、内蒙和宁夏四省生猪价格依然下降。仔

猪价格涨跌互现，新疆跌幅最高，为 6.9%，贵州和上海两省

市跌幅超 5.0%，甘肃、海南、辽宁、天津等省仔猪价格环比

上涨显著，其中甘肃涨幅最高，为 7.9%。

从集贸市场批发价格看，猪肉价格从 2020 年 2 月第 4 周

下跌以来，首次出现上涨情况，6 月第 4 周每公斤猪肉 49.89

元，环比涨 3.5%，同比涨 88.6%。生猪价格自 2020 年 5 月第

4 周止跌以来，保持持续上涨态势，6 月第 4 周每公斤 33.35

元，环比涨 4.1%，同比涨 99.5%。仔猪价格结束 5 月份短暂下

降态势，重回上行通道，6 月第 4 周每公斤 98.27 元，环比上

涨 1.6%，同比涨 1.39 倍。

（二）养殖收益提升。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 月份猪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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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14.09:1，比上月提高 0.58 个点。6 月份全国饲用玉米价

格为每公斤 2.24 元，环比涨 1.4%，同比涨 7.2%；育肥猪配合

饲料价格为每公斤 3.16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5.0%。出栏一

头 100 公斤的肥猪，自繁自养养殖户 5 月份盈利 1800 元左右，

外购仔猪养殖盈利 800 元左右。

（三）5 月份，生猪进口量环比减少。据海关统计，5 月

份我国进口生猪产品 50.28 万吨，环比减 4.5%，同比增 63.6%；

进口额 12.78 亿美元，环比减 6.3%，同比增 1.3 倍；出口 1.38

万吨，环比减 6.1%，同比减 44.6%；出口额 0.76 亿美元，环

比减5.0%，同比减6.2%；贸易逆差12.02亿美元，环比减6.4%，

同比增 1.5 倍。1-5 月累计，进口生猪产品 225.02 万吨，同

比增 1.0 倍；进口额 61.83 亿美元，同比增 2.2 倍；出口 5.13

万吨，同比减 49.9%；出口额 2.85 亿美元，同比减 39.6%；贸

易逆差 58.98 亿美元，同比增 3.1 倍。其中，进口猪杂碎 56.61

万吨，同比增 25.4%，进口额 11.80 亿美元，同比增 61.6%；

进口鲜冷冻猪肉 168.30 万吨，同比增 1.6 倍，进口额 49.75

亿美元，同比增 3.2 倍，占生猪产品进口总额的 78.2%。

（四）美国猪价显著下跌。6 月份，美国猪肉切块批发价

格为每英担 70.00 美元，环比跌 33.8%，同比跌 12.8%。51%-52%

瘦肉猪价格为每英担35.50美元，环比跌23.7%，同比跌37.3%。

欧盟猪肉批发价格 6 月份为每吨 1642.30 欧元，环比跌 0.5%，

同比跌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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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计后期国内猪肉价格小幅反弹。猪肉供给环比增

加，但供需关系偏紧态势仍未改变。全国复工复产复学有序推

进，餐饮业继续恢复有望带动猪肉价格小幅上涨。海关总署发

布《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对进出口食

品提出更高的安全要求。目前，德国、巴西等多国企业自主或

被动暂停对华猪肉出口，预计猪肉进口量短期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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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鲜活农产品价格数据周报》：是根据我部农产品批发

市场信息网采集数据整理的价格周报，每周一向国办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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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糖：李辉尚  张哲晰  马光霞  010-82108865
猪  肉：周  琳  李淞淋  朱增勇  010-8210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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