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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
牛羊肉、禽肉、禽蛋价格继续下跌。6月份，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1.89元，
环比跌0.4%，同比涨18.4%；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78.19元，环比跌0.4%，同比涨
14.1%；活鸡集市均价每公斤18.86元，环比跌2.0%，同比跌5.8%；白条鸡集市均
价每公斤21.21元，环比跌2.1%，同比涨2.4%；鸡蛋零售月均价每公斤8.14元，
环比跌4.6%，同比跌18.5%。
水果、水产品价格下跌。多种时令水果集中上市，供应量增大，价格季节
性回落。6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5.89元，环比跌
6.1%，同比跌29.8%。水产品消费受疫情影响，价格持续下跌。据中国农业信息
网监测，6月份，水产品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21.09元，环比跌1.9%，同比涨
3.7%。
蔬菜价格由跌转涨。南方持续大范围暴雨，北方夏菜主产区发生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生产受灾导致价格上涨。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
均批发价每公斤4.03元，环比涨3.3%，同比涨5.2%。其中，17种蔬菜价格环比上
涨，菜花、莲藕、菠菜、芹菜、莴笋和洋白菜涨幅超过20%。

欢迎引用，请注明出处。如果对《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有任何意见和建议，
请反馈我司运行调控处（scsyxc@agri.gov.cn），我们将认真吸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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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羊肉
【本月特点】牛羊肉价格继续回落，跌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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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肉及活牛、活羊周价连续下跌后，企稳回升。
预计后期牛羊肉价格跌幅收窄，或有持平略涨可能。
【详情】
（一）牛羊肉价格环比小幅回落。受天气炎热消费需求下
降影响，本月牛羊肉价格环比继续回落，但跌幅比上月减少，
同比仍上涨。6 月，
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 81.89 元，环比跌 0.4%，
同比涨 18.4%；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 78.19 元，环比跌 0.4%，
同比涨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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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周下跌，累计跌 4.6%，6
月份第 2-4 周牛肉价格小幅回升，羊肉集市均价从 2 月份第 2
周开始连续 18 周下跌，累计跌 5.4%，6 月份第 3、4 周羊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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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回升。从牛羊肉主产省来，牛肉主产省（河北、辽宁、吉林、
山东、河南）月度集市均价每公斤 73.79 元，环比跌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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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5 元，环比跌 0.5%。活牛价格每公斤 33.76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19.4%；活羊价格每公斤 35.66 元，环
比跌 0.4%，同比涨 15.9%。
（二）5 月份牛羊肉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牛肉：5 月份，
进口量 14.24 万吨，环比减 13.7%，同比增 15.1%，进口额 6.81
亿美元，环比减 18.9%，同比增 15.8%；出口量 42.29 吨，同
比增 2.4 倍，出口额 38.77 万美元，同比增 2.2 倍。1-5 月累
计，牛肉进口量 82.05 万吨，同比增 45.5%，进口额 43.71 亿
美元，同比增 67.0%，主要进口来源国为巴西（占进口总量的
34.9%）、阿根廷（占 21.9%）、澳大利亚（占 16.9%）、乌拉圭
（占 11.6%）、新西兰（占 9.1%）；出口量 61.66 吨，同比减
11.5%，出口额 51.42 万美元，同比减 10.6%，主要出口我国
香港和意大利。羊肉：5 月份，进口量 3.54 万吨，环比减 3.8%，
同比减 15.7%，进口额 1.63 亿美元，环比减 1.6%，同比减
15.0%；出口量 72.65 吨，环比增 23.0%，同比减 60.5%，出口
额 73.57 万美元，环比增 23.3%，同比减 65.5%。1-5 月累计，
羊肉进口量 17.16 万吨，同比减 6.1%，进口额 8.46 亿美元，
同 比 增 5.6% ， 主 要 进 口 来 源 国 为 新 西 兰 （ 占 进 口 总 量 的
55.3%）、
澳大利亚（占 42.2%）；出口量 344.34 吨，同比减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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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 381.13 万美元，同比减 44.3%，主要出口我国香港。
（三）预计后期牛羊肉价格跌幅收窄。从供给看，屠宰加
工企业生产已经恢复正常，前期库存正在逐步释放，市场牛羊
肉供给充足。从需求看，牛羊肉消费呈季节性萎缩，其他肉类
产品价格低迷导致肉类消费总体偏弱。但 6 月份牛羊肉及活畜
周价连续回升表明，未来几月牛羊肉价格预计跌幅收窄，或有
价格持平略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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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禽

肉

【本月特点】禽肉价格延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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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产量保持增长，市场供应充足，且临近学校
放暑假，团体、餐饮消费需求复苏放缓，综合判断，预计短期
内禽肉价格稳中有跌。
【详情】
（一）禽肉价格持续下跌。屠宰厂库存先降后升，禽肉供
应增加，终端消费延续改善，但消费量依然低于上年同期，禽
肉价格震荡下跌。6 月份，活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18.86 元，环
比跌 2.0%，同比跌 5.8%；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 21.21 元，
环比跌 2.1%，同比涨 2.4%。从周价看，活鸡集市均价在 4 月
份第 2 周达到峰值每公斤 19.95 元，之后连续 9 周下跌，累计
跌 5.7%，6 月份第 4 周活鸡价格止跌回升；白条鸡集市均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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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第 3 周达到峰值每公斤 22.79 元，之后连续 12 周下跌，
累计跌 7.3%，6 月份第 4 周白条鸡价格止跌回升。6 月第 4 周，
活鸡集市价每公斤 18.89 元，环比涨 0.4%，白条鸡集市价每
公斤 21.24 元，环比涨 0.5%。
（二）5 月份禽肉进口略减，出口增。据海关统计，5 月
份，禽肉进口量 11.65 万吨，环比减 0.4%，同比增 80.2%，进
口额 2.66 亿美元，环比减 6.7%，同比增 66.7%；出口量 1.66
万吨，环比增 4.5%，同比减 8.7%，出口额 4593.29 万美元，
环比增 3.2%，同比减 13.5%。1-5 月累计，进口量 52.74 万吨，
同比增 87.3%，进口额 13.14 亿美元，同比增 97.1%；出口量
7.13 万吨，同比减 13.1%，出口额 2.03 亿美元，同比减 14.9%。
进口来源国主要为巴西（占进口总量的 53.8%）、美国（11.7%）、
俄罗斯（10.9%）
、泰国（9.7%）、阿根廷（8.1%）和智利（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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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短期内禽肉价格稳中有跌。生产方面，祖代和
父母代种鸡存栏保持高位，种鸡淘汰和强制换羽调节增加，商
品代雏鸡销量高位震荡，预计后期出栏量保持高位趋稳。因补
栏鸡苗成本低，白羽肉鸡养殖扭亏为盈，白羽肉鸭和黄羽肉鸡
补栏回暖，存栏保持偏高水平，市场供给充足。消费方面，国
内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但临近学校放暑假，团体消费需求
复苏放缓。综合判断，预计短期内禽肉价格稳中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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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

奶

【本月特点】生鲜乳收购价止跌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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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乳企促销拉动和玉米等饲料成本上
涨推动，主产省生鲜乳收购价有望回升；国际市场，生产增加，
消费持续低迷，预计主要乳制品批发价继续下跌。
【详情】
（一）生鲜乳收购价止跌企稳。近期受乳企开展大规模促
销拉动，乳制品销量有所恢复，促使上游生鲜乳价格止跌企稳。
6 月份，我国奶业主产省生鲜乳收购价每公斤 3.58 元，环比
涨 0.6%，同比涨 0.8%。生鲜乳收购价结束了连续 4 个月的下
跌态势。
（二）国内鲜奶零售价环比略跌同比略涨。根据中国价格
信息网监测，6 月份，全国监测城市鲜奶平均零售价格每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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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元，环比跌 0.2%，同比涨 0.6%。其中，袋装鲜奶每斤 4.98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0.8%。盒装鲜奶每斤 5.82 元，环比跌
0.3%，同比涨 0.3%。
（三）国内奶粉零售价继续上涨。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监
测，6 月份，全国监测城市奶粉平均零售价格每斤 109.27 元，
环比涨 0.2%，同比涨 3.5%。其中，进口奶粉每斤 128.11 元，
环比涨 0.3%，同比涨 4.3%；国产奶粉每斤 90.43 元，环比涨
0.2%，同比涨 2.4%。
（四）1-5 月累计，乳制品进口略增，出口明显减少。据
海关统计，5 月份，
我国乳制品进口量 23.33 万吨，环比减 9.1%，
同比增 3.4%；进口额 9.07 亿美元，环比减 14.5%，
同比增 0.3%。
出口量 0.35 万吨，环比减 0.6%，同比减 23.2%；出口额 0.16
亿美元，环比增 7.4%，同比减 51.4%。进口液态奶 7.26 万吨，
环比减 2.4%，同比减 15.1%；鲜奶 6.96 万吨，环比减 2.9%，
同比减 15.1%；酸奶 0.30 万吨，环比增 8.8%，同比减 15.0%；
乳清粉 5.28 万吨，环比增 34.6%，同比增 85.5%；奶油 0.69
万吨，环比减 15.8%，同比减 7.5%；乳酪 0.58 万吨，环比减
36.2%，同比减 43.0%；原料奶粉 6.51 万吨，环比减 27.2%，
同比增 4.7%；婴幼儿配方奶粉 2.83 万吨，环比减 18.8%，同
比减 2.9%。1-5 月累计，我国乳制品进口量 133.80 万吨，同
比增 2.3%；进口额 50.32 亿美元，同比增 5.3%。出口量 1.68
万吨，同比减 25.3%；出口额 0.94 亿美元，同比减 51.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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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液态奶进口 35.43 万吨，同比减 3.6%；鲜奶 34.10 万吨，
同比减 3.3%；酸奶 1.33 万吨，同比减 9.4%；乳清粉 21.91
万吨，同比增 23.1%；奶油 5.71 万吨，同比增 42.9%；乳酪
4.98 万吨，同比增 3.3%；原料奶粉 51.31 万吨，同比减 2.1%；
婴幼儿配方奶粉 13.71 万吨，同比增 0.7%。
（五）鲜奶和奶粉到岸价均上涨。5 月，鲜奶到岸价每吨
9114 元，环比涨 10.8%，同比涨 4.1%；奶粉到岸价每吨 25537
元，环比涨 2.5%，同比涨 16.1%。5 月份奶粉国内外价差 2943
元，与 2019 年 5 月相比缩小了 3457 元。
（六）国际主要乳制品批发价继续大幅下跌。据英国环境、
食物与农村事务部统计数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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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 美元、2084 美元、2945 美元和 3449 美元，
环比分别跌 4.5%、跌 4.0%、跌 1.5%和跌 8.9%，同比分别跌
39.7%、跌 11.6%、跌 12.4%和跌 18.6%。
（七）预计国内生鲜乳收购价格将企稳回升，国际乳制品
价格继续震荡下行。国内市场，乳企加紧促销去库存，同时叠
加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在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下，预计
国内生鲜乳价格将逐步企稳回升。国际市场，1-5 月累计，欧
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生鲜乳产量分别增长 2.3%、1.8%和
5.4%，国际供给继续增加，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影响，乳制品
消费依然低迷，预计国际乳制品价格继续维持震荡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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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禽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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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鸡存栏或将减少，蛋鸡产能受高温影响有所
下降；鸡蛋消费需求减弱，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基本稳定。
【详情】
（一）鸡蛋价格连续 8 个月下跌。生产方面，产蛋鸡存栏
稳中略减，夏季高温造成蛋鸡产能下降，鸡蛋市场供应仍较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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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全国
零售月均价为每公斤 8.14 元，环比跌 4.6%，同比跌 18.5%。
从周价格走势看，其中，第 1 周价格为每公斤 8.20 元，环比
跌 1.8%，第 2 周价格为每公斤 8.14 元，环比跌 0.7%，第 3
周价格为每公斤 8.08 元，环比跌 0.7%，第 4 周价格为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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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元，环比涨 0.9%。10 个鸡蛋主产省批发价为每公斤 6.02
元，环比跌 10.1%，同比跌 28.9%。鸡蛋价格连续 8 个月下跌，
全国零售价累计跌幅 34.8%，10 个鸡蛋主产省批发价累计跌幅
44.5%。
（二）鸡蛋期货价格环比下跌。6 月份，鸡蛋期货共成交
3251.13 万手，环比增 77.2%，同比增 6.6 倍；成交额 11705.64
亿元，环比增 3.7 倍，同比增 5.2 倍；月末持仓量为 87.16
万手，环比增 57.3%，同比增 2.0 倍。其中，主力合约 JD2009
成交量 1227.54 万手，环比增 404.9 %；成交额 4756.30 亿
元，环比增 372.8%；月结算价格每 500 公斤 3897 元，环比
跌 7.3%。
（三）蛋鸡养殖效益继续下降。6 月份，全国蛋鸡配合饲
料均价为每公斤 2.95 元，环比持平，同比涨 3.5%。蛋雏鸡平
均价格为每羽 3.64 元，环比涨 7.4%，同比跌 1.4%；受鸡蛋零
售价格持续下跌影响，6 月蛋料比价持续下降，为 2.76:1，环
比跌 4.5%，同比跌 21.4%。
（四）5 月份禽蛋出口减少。据海关统计，5 月份，出口
量为 9931.48 吨，环比减 4.0%，同比增 1.7%；出口额为 1744.26
万美元，环比减 3.9%，同比减 4.2%。贸易顺差为 1740.06 万
美元，环比减 4.1%，同比减 4.4%。1-5 月累计，我国禽蛋进
口量为 18.96 吨，同比增 5.8 倍；进口额为 4.20 万美元，同
比减 34.5%。我国禽蛋出口量为 41192.71 吨，同比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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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为 7257.07 万美元，同比减 9.0%。贸易顺差为 7252.87
万美元，同比减 9.0%。
（五）预计后期蛋价基本稳定。从供给面看，蛋鸡淘汰速
度加快，产蛋鸡存栏或将减少，且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蛋鸡进
入歇伏期，预计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降；从需求面看，大中专
院校进入暑期将导致团体消费清淡，后期鸡蛋需求整体较弱。
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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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

果

【本月特点】水果价格下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近期随着西瓜、甜瓜、桃等水果供应量不断提高，
水果价格将继续呈季节性下跌趋势。
【详情】
（一）水果价格下跌。多种时令水果集中上市，供应量增
大，价格季节性回落。西瓜成为水果市场的主要品种，环比跌
幅最为明显。菠萝逐渐退出市场，价格环比上涨。6 月份，农
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 5.89 元，环比
跌 6.1%，同比跌 29.8%。其中，西瓜、香蕉、巨峰葡萄环比分
别跌 31.9%、9.8%、4.7%；菠萝、鸭梨、富士苹果环比分别涨
11.6%、6.0%、1.3%。由于 2019 年苹果和梨等大宗存储类水果
产量恢复，今年库存同比偏高，加上其他水果普遍丰产，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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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水果价格同比均出现一定跌幅，其中鸭梨、富士苹果同比跌
幅最为显著。鸭梨、富士苹果、巨峰葡萄、西瓜、香蕉、菠萝
同比分别跌 55.8%、46.7%、19.2%、12.6%、8.3%、2.7%。
（二）1-5 月累计，水果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据海关
统计，5 月份我国水果进口量 74.76 万吨，环比减 13.6%，同
比减 1.8%；进口额 13.02 亿美元，环比减 8.6%，同比增 24.1%。
水果出口量 29.61 万吨，环比减 5.7%，同比增 55.2%；出口额
4.20 亿美元，环比减 5.6%，同比增 32.9%。1-5 月累计，我国
水果进口量 331.49 万吨，同比减 7.8%，进口额 58.89 亿美元，
同比增 10.9%；出口量 177.21 万吨，同比增 24.1%，出口额
25.07 亿美元，同比增 18.8%。
（三）预计后期水果价格小幅下跌。近期随着西瓜、甜瓜、
桃等供应量不断提高，水果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价格依然处于
季节性下行通道。其中，苹果去库存压力较大，价格将继续下
跌；7 月新梨开始上市，受梨减产预期和水果总体供应宽松的
影响，价格有可能高开低走；露天西瓜上市量增加，供应偏宽
松，价格小幅下跌；受应季水果品类选择性增多影响，今年夏
季香蕉淡季将更加明显，销售量和价格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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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蔬

菜

【本月特点】蔬菜价格有所回升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随着高温多雨季节来临，蔬菜供应将进入“夏淡”
期，预计后期菜价小幅上涨；受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影响，个
别品种价格或出现明显波动。
【详情】
（一）蔬菜价格季节性上行。6 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28 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4.03 元，环比涨 3.3%，同比
涨 5.2%。蔬菜生产“夏淡”期略有提前，菜价进入季节性上
行区间，本月价格小幅上涨，主要原因：一是春季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冷凉地区蔬菜种植面积总体较上年略减。二是 6 月份
南方暴雨范围广、雨量大、极端性强，北方夏菜主产区如河北、
山东多地发生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影响夏季露地蔬菜生产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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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分品种看，蔬菜价格环比 17 种上涨，11 种下跌，其中，
涨幅超过 20%的有菜花（47.9%）、莲藕（43.0%）
、菠菜（38.1%）、
芹菜（36.7%）、莴笋（24.6%）和洋白菜（23.8%）
，跌幅超过
20%的有豆角（20.9%）
、冬瓜（20.8%）和番茄（20.1%）。
（二）1-5 月累计，蔬菜进出口额同比均增。5 月份蔬菜
进口量 4.82 万吨，环比减 17.5%，同比减 14.5%，进口额 1.09
亿美元，环比减 3.5%，同比增 10.1%；出口蔬菜 112.00 万吨，
环比增 16.4%，同比增 22.3%，出口额 13.95 亿美元，环比增
0.2%，同比增 6.1%；贸易顺差 12.86 亿美元，环比增 0.5%，
同比增 5.8%。1-5 月累计，进口量 23.10 万吨，同比减 11.1%%，
进口额 4.40 亿美元，同比增 10.3%，出口量 442.11 万吨，同
比增 5.3%，
出口额 60.20 亿美元，
同比增 4.6%；贸易顺差 55.80
亿美元，同比增 4.2%。
（三）预计近期蔬菜价格将季节性上行。夏季高温多雨，
强对流天气频繁，在田蔬菜进入管护关键时期，国家气象中心
预测，7 月份东北大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大
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暴雨洪涝及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或对蔬菜生产、流通产生不
利影响，部分地区、个别品种价格或波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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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铃薯
【本月特点】马铃薯价格明显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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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采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和市场需求低迷影响，预
计马铃薯价格继续下跌的可能性较大。
【详情】
（一）露地马铃薯成为市场供应主体。6 月份，全国马铃
薯市场供应主体基本完成由设施马铃薯向露地马铃薯转换。
2019 年马铃薯市场行情较好，薯价较往年偏高，薯农获益丰
厚，今年薯农种植积极性明显提振，露地马铃薯种植面积高于
去年。据调度，山东、河北和河南露地马铃薯种植面积同比分
别增加约 7%、10%和 12%。
（二）马铃薯价格明显下跌。6 月份，马铃薯批发均价每
公斤 2.52 元，环比跌 16.2%，同比跌 1.4%。马铃薯价格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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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主要原因：一是多产区集中上市。从 6 月份开始，春季
马铃薯进入集中上市期。山东滕州、泰安，河北唐山、衡水，
河南商丘、开封，云南红河、昆明等多个产区同时采收，市场
供应数量大幅增加。二是马铃薯品质偏低。今春气温较常年偏
低，部分产区在马铃薯生长关键期间遭遇冻害天气，导致马铃
薯品相较差、个头偏小、品质下降，销售价格随之降低。
（三）贸易呈现顺差状态。据海关统计,5 月份，我国进
口量 0.80 万吨，环比增 70.5%，同比减 25.4%，进口额 0.11
亿美元，环比增 63.2%，同比减 17.0%；出口马铃薯 4.22 万吨，
环比增 38.6%，同比增 45.6%，出口额 0.35 亿美元，环比增
0.2%，同比增 35.6%。贸易顺差 0.24 亿美元。1-5 月累计，进
口 4.02 万吨，同比减 21.7%，进口额 0.50 亿美元，同比减
17.4%；出口马铃薯 14.06 万吨，同比增 55.5%，出口额 1.40
亿美元，同比增 80.0%。贸易顺差 0.89 亿美元。
（四）预计后期马铃薯价格继续下跌的可能性较大。一
是采收范围扩大。7 月份，山东、河北、山西及辽宁等地马铃
薯继续大量上市，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马铃薯早熟品种也
会进入收获期，马铃薯采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市场供应将增加。
二是市场需求低迷。团体消费是马铃薯市场需求的重要部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饮经济复苏缓慢，工地开工受到一定
冲击，集体食堂消费减弱导致市场需求降低。

17

八、水产品
【本月特点】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
单位：元/公斤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后期走势】目前养殖水产品处于生长期，存塘量继续减少，
伏季休渔期内海水鱼的供应也处于较低水平。受新冠疫情影
响，进口冻品消费需求下降，水产品需求整体较为低迷，水产
品价格或将继续下跌。
【详情】
（一）水产品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受需求低迷影响，水产
品价格继续下行。据中国农业信息网监测，6 月份，水产品加
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21.09 元，环比跌 1.9%，同比涨 3.7%，
监测的 68 家批发市场水产品日均交易量 4684.48 吨，环比增
0.9%，同比增 0.5%，简单算术平均价每公斤 54.14 元，环比
涨 1.1%，同比持平。重点监测的 30 个产品中，15 个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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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上涨，5 个产品价格环比持平，10 个产品价格环比下跌。
分种类看，淡水鱼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5.72 元，环比
涨 3.4%，同比涨 13.3%，日均成交量 4081.47 吨，环比增 1.9%，
同比增 6.3%；海水鱼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43.45 元，环比
涨 1.4%，同比涨 2.0%，日均成交量 343.06 吨，环比减 11.0%，
同比减 26.3%；虾蟹类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21.98 元，环
比跌 24.9%，同比跌 13.7%，
日均成交量 63.63 吨，
环比减 1.4%，
同比减 0.4%；贝类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18.12 元，环比跌
9.9%，同比涨 25.9%，日均成交量 137.78 吨，环比增 6.4%，
同比减 42.3%。
（二）5 月份大宗淡水鱼价格环比以涨为主。根据大宗淡
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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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元、
17.2 元、14.5 元、12.4 元、7.7 元、6.4 元和 12.9 元，环比
以涨为主。其中，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和鳊鱼的苗种价格
环比分别涨 28.0%、32.2%、99.7%、12.2%和 2.7%，鲤鱼和鲫
鱼的苗种价格环比分别跌 33.6%和 52.3%。同比看，青鱼、草
鱼、鲢鱼、鳙鱼和鳊鱼的苗种价格分别上涨 40.2%、31.9%、
91.1%、13.0%和 21.9%，鲤鱼和鲫鱼的苗种价格下跌 34.4%和
53.0%。
（三）5 月份水产品进口明显减少。据海关统计，5 月份
我国水产品进口 48.31 万吨，环比减 19.3%，同比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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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 13.50 亿美元，环比减 3.4%，同比减 16.6%。进口减少
主要源于水产品消费需求下降。水产品出口 31.87 万吨，环比
增 0.5%，同比减 11.3%；出口额 15.17 亿美元，环比增 3.6%，
同比减 19.1%。1-5 月累计，水产品进口 240.38 万吨，同比减
4.9%，进口额 65.28 亿美元，同比减 12.1%。出口 143.40 万
吨，同比减 16.8%，出口额 68.79 亿美元，同比减 17.6%。
（四）预计水产品价格将稳中有降。未来一段时间是养殖
水产品生长期，存塘量继续减少，随着气温上升，养殖产品发
病率增加，运输损耗也会加大，淡水鱼的整体供应预计将有所
减少。伏季休渔期内鲜活海水鱼的供应减少，市场供应以冻品
和养殖产品为主。因此总体来看水产品的供给处于相对较少的
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影响了消费者购买水产品的选择，
未来水产品消费将进入一段调整期，进口水产品和冷冻水产品
消费受影响较大，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将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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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饲

料

【本月特点】主要饲料产品价格高位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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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库存增加，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将平稳回落；
玉米临储拍卖维持高成交和高溢价，价格高位运行。预计短期
内主要饲料产品价格高位运行。
【详情】
（一）主要饲料产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6 月份育肥猪、
肉鸡、蛋鸡配合饲料月均价分别为每公斤 3.16 元、3.23 元、
2.95 元，环比分别持平、持平、持平，同比分别涨 5.0%、3.9%、
3.9%。从周数据来看，截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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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原料价格走势分化，以跌为主。豆粕、鱼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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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均有下跌，饲用玉米价格坚挺且上涨。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国内豆粕 6 月均价每公斤 3.26 元，环比跌 2.5%，同比涨 1.5%；
6 月山东地区 43%蛋白豆粕出厂价每公斤 2.71 元，环比跌
2.2%，同比跌 7.7%。国内大豆到港增加，压榨企业压榨量逐
步回升，豆粕供应紧张得到持续缓解，截至 6 月第 3 周，全国
规模油厂豆粕库存 94.9 万吨，环比增 74.6%，同比增 17.5%。
饲用玉米 6 月均价每公斤 2.22 元，环比涨 1.4%，同比涨 7.0%；
玉米供应整体偏紧，临储玉米溢价成交，南方港口玉米价格涨
幅明显，用粮企业刚性需求强劲，价格小幅上涨。鱼粉需求清
淡，价格小幅回落。进口鱼粉 6 月均价每公斤 12.53 元，环比
跌 3.1%，同比涨 3.5%。
（三）主要饲料原料进口同比增长。据海关统计，饲用谷
物原料（玉米、大麦、高粱和玉米酒糟），5 月份进口 142.3
万吨，环比减 4.6%，同比增 33.0%。1-5 月累计进口 582.4 万
吨，同比增 10.7%；饲用蛋白原料（豆粕、菜粕、葵花籽粕、
豌豆和鱼粉），5 月份进口 61.6 万吨，环比减 22.0%，同比增
24.9%，1-5 月累计进口 317.6 万吨，较上年增 26.1%。
（四）预计短期内饲料产品价格将保持平稳。豆粕，随着
大豆到港量增加，压榨量持续增长，豆粕库存增加，供应充足，
预计后期市场价格将继续回落。饲用玉米，临储拍卖启动后，
持续维持高成交和高溢价，贸易商挺价惜售、出货意愿减弱，
预计短期内玉米价格在高位运行。鱼粉，秘鲁捕捞节奏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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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好于预期，而国内南方水产养殖增长缓慢利空鱼粉需求，
市场呈现疲态，价格偏弱运行。后期，受疫情防控、小范围禁
捕等因素影响，鱼粉市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综合来看，主要
原料价格涨跌互现，饲料产品价格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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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农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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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生产供应增加，夏季追肥需求较弱，预计后
期化肥市场价格以稳为主，部分品种价格仍有下滑可能。
【详情】
（一）国内化肥价格小幅下跌。6 月份，国产尿素平均出
厂价每吨 1667 元，环比跌 0.8%，同比跌 14.9%；磷酸二铵平
均出厂价每吨 2160 元，环比跌 2.3%，同比跌 16.9%；氯化钾
平均出厂价每吨 1820 元，环比跌 4.0%，同比跌 22.6%；国内
复合肥平均出厂价每吨 2150 元，环比跌 0.9%，同比跌 3.2%。
价格小幅下跌的原因：一是夏季用肥启动缓慢，国内农业化肥
需求平淡；二是无烟煤、天然气、磷矿石等化肥原材料价格下
跌，成本支撑力度减弱；三是企业开工率基本稳定，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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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充足。
（二）化肥进出口降幅明显。据海关统计，1-5 月累计，
全国进口化肥 414 万吨，同比减 28.5%，进口额 12.5 亿美元，
同比减 32.1%；出口化肥 965 万吨，同比减 6.8%，出口额 20.9
亿美元，同比减 28.2%。5 月份，尿素进口主要来自美国，进
口量占比 43.0%；磷酸二铵进口主要来自比利时，进口量占比
72.0%；氯化钾进口主要来自加拿大，进口量占比 41.8%；复
合肥进口主要来自挪威和俄罗斯，进口量占比分别为 39.9%和
34.0%。尿素主要出口至印度，出口量占比 53.3%；磷酸二铵
主要出口至越南、泰国和印度，出口量占比分别为 28.2%、
20.9%和 13.6%；氯化钾主要出口至日本和韩国，出口量占比
分别为 34.0%和 27.1%；复合肥主要出口至缅甸，出口量占比
为 51.8%。
（三）国际化肥价格稳中有涨。6 月份，波罗的海地区小
颗粒散装尿素离岸均价每吨 207 美元，环比涨 3.5%，同比跌
21.3%。美国海湾地区二铵离岸价格每吨 300 美元，环比跌
0.3%，同比跌 14.8%。以色列氯化钾离岸价每吨 219 美元，环
比涨 4.8%，同比跌 23.7%。独联体 48%含量复合肥离岸价每吨
265 美元，环比持平，同比跌 10.2%。
（四）预计后期农资市场价格将稳中有降。化肥生产供应
增加，夏季追肥需求较弱，预计后期化肥市场价格以稳为主，
部分品种价格仍有下滑可能。尿素，历经停车检修后纷纷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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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市场供给增加，玉米等大田作物夏季追肥持续时间短，
需求不大，预计短期内价格将继续回落；磷酸二铵，农业需求
清淡，行业开工率略有下调，预计短期内价格以稳为主；氯化
钾，国产钾库存充足、开工稳定，进口钾陆续到港，港口库存
增加，而农需进入淡季，预计短期内价格将弱势维稳；复合肥，
农业需求转淡，尿素、磷酸一铵、钾肥等原料价格走弱，预计
短期内复合肥价格将弱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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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天然橡胶
【本月特点】国内外天然橡胶价格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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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胶供应将逐步增加，下游轮胎厂库存攀升，国
内汽车消费进入传统淡季，预计后期天然橡胶价格略有回落。
【详情】
（一）天然橡胶新胶供应增加。国内云南、海南已大面积
开割，但受前期白粉病及干旱影响，新胶产出缓慢。泰国主产
区南部各省及越南产区天气稍有好转，开始释放产能。总体看，
新胶产量环比增加，同比减少。
（二）天然橡胶现货价格上涨。国内市场，6 月全乳胶上
海、山东市场均价每吨 10136 元，环比涨 1.8%，同比跌 12.6%；
混合胶山东市场均价每吨 9860 元，
环比涨 4.0%，同比跌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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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市场，泰国 RSS3 均价每吨 1399 美元，折人民币每吨
9917 元，环比涨 0.9%，同比跌 17.3%；印尼 SIR20 均价每吨
1202 美元，
折人民币每吨 8520 元，环比涨 3.3%，同比跌 20.5%；
马来西亚 SMR20 均价每吨 1212 美元，折人民币每吨 8591 元，
环比涨 4.1%，同比跌 19.9%。
（三）天然橡胶期货价格上涨。6 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
主力合约（2009）均价每吨 10385 元，环比涨 1.0%，同比跌
13.6%。东京工业品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2011）结算均价每
千克 157.2 日元，折人民币每吨 10344 元，环比涨 3.1%，同
比跌 21.3%。
（四）天然橡胶进口增加、混合橡胶进口减少。据海关统
计，5 月份我国进口天然橡胶 12.72 万吨，环比增 6.4%，同比
减 34.7%；混合橡胶 20.84 万吨，环比减 21.9%，同比增 12.5%。
1-5 月累计，进口天然橡胶 75.01 万吨，同比减 11.7%，进口
额为 9.98 亿美元，同比减 10.5%；进口混合橡胶为 128.27 万
吨，同比增 6.1%，进口额为 17.97 亿美元，同比增 8.4%。
（五）预计后期天然橡胶价格略有回落。供给方面，7 月
国内海南、云南有望实现全面开割。如果国外泰国、越南等国
割胶顺利，后期新胶供应将逐步增加。需求方面，近期美国、
欧盟等我国主要轮胎出口区域订单恢复难度大，下游轮胎厂库
存积压，加之国内汽车消费逐渐进入传统淡季，后期天然橡胶
消费动力不足。预计后期天然橡胶价格略有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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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
监测数据与深度分析系列报告
1.《市场快报》：对主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分别建
立价格日、周、月报制度，提供国内外市场实时动态信息，并
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每天）、中国农业信息网（每周）、
农民日报（每周）等媒体定期发布。
2.《农业农村经济重要数据月报》：汇总国内外农产品价
格、供需情况、农业发展等农业农村经济重要数据，每月编印
成册，为国务院和部领导提供全行业月度重要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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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是对国内外牛羊肉、禽
肉、禽蛋、牛奶、水果、蔬菜、水产品、饲料、农资、天然橡
胶等重要农产品供需和价格进行监测预警和初步分析研判，按
月形成报告，为国务院和部领导提供重要农产品市场月度分析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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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
牛羊肉、禽肉、禽蛋价格继续下跌。受供给充足影响，牛羊肉、禽肉、禽
蛋价格继续下跌。6月份，牛肉集市均价每公斤81.89元，环比跌0.4%，同比涨
18.4%；羊肉集市均价每公斤78.19元，环比跌0.4%，同比涨14.1%；活鸡集市均
价每公斤18.86元，环比跌2.0%，同比跌5.8%；白条鸡集市均价每公斤21.21元，
环比跌2.1%，同比涨2.4%；鸡蛋零售月均价每公斤8.14元，环比跌4.6%，同比跌
18.5%。
水果、水产品价格下跌。多种时令水果集中上市，供应量增大，价格季节
性回落。6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5.89元，环比跌
6.1%，同比跌29.8%。水产品消费受疫情影响，价格持续下跌。据中国农业信息
网监测，6月份，水产品加权平均批发价每公斤21.09元，环比跌1.9%，同比涨
3.7%。
蔬菜价格由跌转涨。南方持续大范围暴雨，河北、山东等北方夏菜主产区发
生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蔬菜生产受灾导致价格上涨。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4.03元，环比涨3.3%，同比涨5.2%。其中，17种

欢迎引用，请注明出处。如果对《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有任何意见和建议，
请反馈我司运行调控处（scsyxc@agri.gov.cn），我们将认真吸收改进。

蔬菜价格环比上涨，菜花、莲藕、菠菜、芹菜、莴笋和洋白菜涨幅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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