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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政策要闻方面，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突出强调底线思维，首

次未提经济增长速度量化目标，引导社会集中精力抓好“六稳”、

“六保”。财政部编制绩效评价指引，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

保机构坚守主业、聚焦支小支农、积极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和

创业创新。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 2020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

单，示范带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部署实施

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力争 2025 年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

头人百万以上。银保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规范信

贷融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方面，5 月，各项数据显示国内经济活

动进一步回暖。CPI 同比上涨 2.4%，较上月继续回落。PPI 同比

下降 3.7%，下跌幅度加深。新增社融维持高位，实体经济融资维

持稳健，企业中长贷占比继续上行。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

率、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较上月整体上行。  

农产品方面，主产区收获过半，新麦大量上市，饲用需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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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小麦价格呈现回落态势。新季稻谷生产势头良好，国家政策

性稻谷竞价销售持续进行，供应逐渐宽松，稻米价格稳中偏弱。

玉米饲料需求继续好转，临储拍卖呈现高成交、高溢价，玉米价

格持续走强。国产大豆持续增产，生猪存栏增加拉动大豆压榨需

求回升，供给偏紧，豆价持续上涨。国内供给充裕，下游消费回

暖，棉花价格弱势反弹。国内消费清淡，低成本进口食糖冲击市

场，糖价持续维持弱势。生猪产能加快恢复，中小养殖户恐慌性

出栏，供应紧张缓解，猪价持续调整。 

一、政策要闻 

（一）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突出强调底线思维，集中精力抓

好“六稳”、“六保”。5 月 22 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9 年我国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发展新动能不

断增强，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民

生进一步改善。报告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

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报告部署了 2020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在加大

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确保实现脱贫攻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方向与重点细节。6 月 11 日，国务

院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

发〔2020〕6号），就报告明确的重点工作提出部门分工意见。 

（二）财政部编制绩效评价指引，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

担保机构坚守主业、聚焦支小支农、积极服务小微企业、“三农”

和创业创新。5 月 22 日，财政部印发《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

机构绩效评价指引》的通知（财金〔2020〕31 号），以规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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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绩效评价工作。《指引》从

政策效益、经营能力、风险控制、体系建设四个维度构建了政府

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指引》突出政策导向，

重点考核新增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及占比、担保费率等指标；

鼓励业务拓展，重点考核新增担保业务规模、放大倍数等指标；

弱化盈利考核，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强化正向激励，将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担保机构获得财政支持，以及确定负责人薪酬的重要依

据，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作用，推动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 2020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

单。5 月 26日，两部门公布 259个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要求

紧扣乡村产业振兴目标，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 1-2 个农业

主导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加快全产业链建设、全价值链开发，

打造主导产业突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创业活跃、产村

产城一体的农业产业强镇。通知要求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加大投

入力度。中央财政奖补资金重点支持全产业链开发中的冷藏保鲜、

加工营销等关键环节。鼓励各地按照规定统筹整合其他资金，集

中支持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鼓励各地盘活利用农村资源，创新投融资模式，带动社会资本更

多投入农业产业强镇。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对企业的投入原则上要

带动三倍及以上的社会资本投入，引导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

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四）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部署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

育行动，力争 2025 年培育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百万以上。6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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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农产发〔2020〕

3 号），要求各地加强指导服务，优化创业环境，培育一批饱含乡

土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带动农

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的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意见强调，

要强化政策扶持，加大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创业用地和人才政

策支持，对首次创业、正常经营 1 年以上的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发挥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积极为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提供融资

担保。引导各类产业发展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入农村创新创业

带头人创办的项目。推广“互联网＋返乡创业+信贷”等农村贷款

融资模式。 

（五）银保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规范信贷融

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5 月 25 日，银保

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市场

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

综合成本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18号）。通知要求，坚持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以融资各环节为主线，以是否提高融资综合

成本为标准，同时考虑信贷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对信贷、助贷、

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及收费管理作了规范，强化内部管控、

外部监督与激励的作用。通知还要求融资担保公司逐步减少反担

保要求，确需引入反担保措施的，应综合评估企业实际担保成本，

要求银行业、保险业和融资担保业协会倡导互利共赢的行业文化，

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充分体现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 

二、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动态 

（一）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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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指标继续改善，经济活动进一步回暖。5 月，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进一步回升至 4.4%，前值 3.9%，较上月增加

0.5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持续改善，但增速有所放缓，行业间分化

加大。基建、地产相关的建筑链条行业生产发力明显，相关度较

高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增长加快，水泥、钢材、有色金属

等建材生产持续向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6.3%，前值-10.3%，

回升 4 个百分点。5 月当月同比达到 3.9%，较上月改善 3.1 个百

分点。三大类投资均有所改善。其中，基建投资当月同比 8.3%，

较上月大幅改善 6 个百分点，回升幅度最大；房地产投资当月同

比 8.2%；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5.3%，反弹势头依然较弱。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8%，前值-7.5%，较上月收窄 4.7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恢复，尤其是汽车（3.5%）等耐用品消费修

复明显，日用品和化妆品反弹迅速。此外，受疫情影响居民线下

消费活动仍受到一定限制，实物网上商品零售额累计同比继续上

升 11.5%，占社零比重提高到 24.3%。进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同比

-4.9%，前值-0.7%。其中出口额同比 1.4%，前值 8.2%，进口额同

比-12.7%，前值-10.2%。 

2．鲜菜及猪肉价格下滑带动 CPI 继续回落。5 月，CPI 同

比上涨 2.4%，前值 3.3%，较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环比-0.8%。

其中，食品同比 10.6%，环比-3.5%。食品分项中，鲜菜（-12.5%）、

猪肉（-8.1%）、蛋类（-4.1%）环比降幅较大，主要原因是生猪集

中抛售、下游走货不佳、鲜菜鲜果大量上市。非食品同比 0.4%，

环比持平。非食品分项中，其他用品与服务、教育文娱、衣着环

比涨幅好于季节性，反映出需求回暖的迹象。 

3．PPI 持续下行，通缩加深。5 月，PPI 同比-3.7%，前值-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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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继续回落 0.6 个百分点，环比-0.4%。其中，生产资料同比

-5.1%，环比-0.5%。生产资料价格环比降幅缩窄，尤其上游采掘

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价格降幅缩窄明显，跌幅仍较大的是能源

（-4.2%）、化工（-1.5%）。生活资料同比 0.5%，环比-0.3%。受

食品价格拖累，环比降幅进一步扩大。 

（二） 金融市场。 

1．货币金融情况。M2 同比持平，M1 同比回升。5 月，M2

余额 210 万亿元，同比 11.1%，前值 11.1%。M1 余额 58.11 万亿

元，同比 6.8%，前值 5.5%。新增社融维持高位，基本符合预期。

5 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3.19 万亿元，同比多增 1.48 万亿元。其

中，政府债券同比多增 7543 亿，成为社融的主要支撑。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2.5%，前值 12%。实体经济融资维持稳健，

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继续上行。5 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

1.48 万亿元，同比多增 3000 万元，较上月少增 0.22 亿元。其中，

非金融企业贷款同比多增 3235 亿，居民贷款同比多增 418 亿，企

业部门增量整体多于居民部门。并且，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 5305

亿元，同比增速 110%。 

2．市场利率情况。货币市场利率方面，5 月，银行间同业拆

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1.25%，较上月上行 14BP；银行间债券质押

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1.29%，较上月上行 18BP。3 月存期同

业存单发行利率 1.68%，较上月上行 9BP。债券市场利率方面，5

月末，6 个月期、3 年期、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 1.55%、1.90%、

2.73%，较上月分别上行 55BP、46BP 和 20BP。信贷市场利率方

面，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 年期、5 年期品种分别报 3.85%、

4.65%，与上月持平。民间借贷利率方面，5 月末，温州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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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率为 15.66%，较上月上行 9BP。社会直接借贷利率（温州

指数）为 13.07%，较上月下行 22BP。温州地区农村互助会金费

率为 12.67%,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利率为 14.84%，小额贷款公司综

合利率为 17.23%。  

 



 

 

 



 

 

三、大宗农产品供需情况 

（一）粮食。 

1.小麦。 

供需预测：主产区收获过半，新麦大量上市，饲用需求增加，

小麦价格呈现回落态势。供给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数据，6 月预

计 2020 年小麦播种面积 2369 万公顷，同比减少 3.5 万公顷，减

幅 0.1%，其中冬小麦 2195 万公顷，同比减少 9.4 万公顷，减幅

0.4%。全国小麦单产为 5.656 吨/公顷，比上年增加 0.5%。全国

小麦产量为 1.34亿吨，比上年增加 41 万吨，增幅 0.3%，其中冬

小麦产量 1.27亿吨，较上年增长 0.1%。 

天气及农情调度：截至 5月底，新疆大部、西北地区东北部、

华北中部、黄淮东部冬小麦处于灌浆期；陕西关中、华北南部、

黄淮中北部、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乳熟期；西北地区东南部、黄

淮西南部、江汉、江淮南部冬小麦处于成熟收获期。中央气象台

监测显示，全国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0%、78%，一类苗

月环比减少 6 个百分点，二类苗月环比增加 4 个百分点。总体来

看，小麦苗情好，千粒重提高，加之农业气象灾害总体偏轻，病

虫害提前防治，预计新季冬小麦单产稳中略增。 

需求方面，餐饮业需求逐步恢复，小麦饲用量增加。预计

2020/21年度国内小麦消费总量为 12370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202

万吨，增幅 1.6%。其中，食用消费为 9180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80 万吨；饲料消费及损耗为 170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100 万吨；

工业消费为 950万吨，比上年增加 30 万吨。预计 2020/21 年度小

麦进口量为 500万吨，同比增加 100 万吨。 

综上，预计全国小麦供求结余量为 1472万吨，比上年度 1590



 

 

万吨减少 118万吨，减幅 8.1%。 

价格情况及预测：5 月主产区各地新小麦陆续上市，小麦价

格呈现回落态势。截至月末，全国收获小麦面积 8090万亩，进度

过两成，其中机收面积 7661 万亩。小麦主产区中四川、湖北麦收

基本结束，河南、安徽收获进度近四成。由于湖北小麦面筋值偏

低，华北地区面粉企业收购意愿下滑，湖北小麦装车价格较上市

初期有所下降。湖北襄阳新麦装车价格 2100-2160 元/吨，比上市

初期回落 20-40元/吨。河南南阳新麦装车价格 2100-2220元/吨。 

2.稻谷。 

供需预测：新季稻谷生产势头良好，国家政策性稻谷竞价销

售持续进行，供应逐渐宽松，稻米价格稳中偏弱。供给方面，在

各项政策支持下主产区双季稻面积恢复增加，预计 2020年全国稻

谷播种面积为 3000 万公顷，同比增加 31.1万公顷，增幅 1.05%；

单产 7.044 吨/公顷，同比减少 0.015 吨/公顷，减幅 0.21%；总

产量 2.114亿吨，同比增加 175万吨，增幅 0.84%。 

天气及农情调度：5 月，江淮、江汉、江南大部双季早稻处

于分蘖至拔节期，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海南大部处于抽穗至

成熟期。全国双季早稻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16%、83%，一类苗

较上周增加 6 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减少 5 个百分点。东北地

区一季稻处于三叶至移栽期，部分处于返青期；西南地区大部一

季稻处于移栽返青至分蘖期；江淮、江汉处于出苗至三叶期。全

国一季稻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9%、69%，与上期持平，生产形

势持续向好。 

需求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稻谷消费量稳中略降。预

计 2020/21年度国内稻谷总消费为 19332万吨，比上年度减少 148



 

 

万吨，减幅 0.76%。其中，全国食用消费为 15850 万吨，比上年

度增加 50 万吨，增幅 0.32%；饲料消费及损耗为 1600 万吨，比

上年度增加 50 万吨，增幅 3.23%，工业消费 1750 万吨，较上年

度减少 250万吨，减幅 12.5%。 

综上，预计 2020/21 年度全国稻谷结余 1704万吨，比上年度

增加 273 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5 月稻谷价格有所上扬。截至月底，东北

粳稻市场价格上涨，黑龙江圆粒粳稻市场收购价在 2760 元/吨左

右，比月初上涨 100 元/吨；吉林德惠地区超级稻市场收购价为

2920元/吨，比月初上涨 100元/吨。南方粳稻市场价格小幅回落，

其中江苏泰州地区粳稻市场收购价在 2900 元/吨左右，比月中高

点下降 60 元/吨。南方主产区中晚籼稻市场价格上涨，湖南普通

中晚籼稻收购价 2560 元/吨，与月初持平；安徽 2760 元/吨，比

月初上涨 60 元/吨；湖北 2760 元/吨，比月初上涨 60 元/吨。国

家政策性稻谷竞价销售持续进行，供应逐渐宽松，消费需求较上

月下降明显，经销商采购谨慎，预计后期稻米市场价格将有所回

落。 

3.玉米。 

供需预测：饲料需求继续好转，临储拍卖呈现高成交、高溢

价，玉米价格持续走强。供给方面，2020年黑龙江大豆生产者补

贴仍高于玉米 200 元/亩，部分农户将增加大豆种植，减少玉米种

植面积。预计 2020 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为 4107 万公顷，同比减

少 1.4万公顷，减幅 0.5%。玉米产量为 26100万吨，较上年增加

23 万吨，增幅 0.1%。预计 2020/21 年度我国进口玉米 700 万吨，

较上年增加 200 万吨，增幅 40%。年度玉米新增供应量 26800 万



 

 

吨，同比增加 223 万吨，增幅 0.8%。 

天气及农情调度：5月，全国大部农区气温偏高，光照适宜，

土壤墒情良好，利于春播作物播种及出苗生长。东北春播区大部

播种顺利，春玉米播种基本结束，仅黑龙江东部地区土壤过湿，

春播有所推迟。 

需求方面，饲料需求继续好转，工业消费明显下降。在政策

激励和市场拉动的双重作用下，至 3 月底饲料需求最差的时期已

过去，5 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继续增长，生猪生产处于持续向好

的恢复阶段。监测显示，5 月份玉米淀粉行业平均开工率 66%，环

比下降 4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7 个百分点；玉米酒精行业平均开

工率 48%，环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9 个百分点。加工

亏损以及原料库存偏低，导致部分玉米深加工企业限制生产。 

综上，预计 2020/21 年度玉米市场产消缺口为 1204万吨，缺

口同比扩大 586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5 月，国内玉米价格呈冲高回落走势，整

体价格仍然有所上涨。截至月底，黑龙江绥化深加工企业三等玉

米收购价 1900-1910 元/吨，环比上涨约 10元/吨；吉林长春收购

价 1960 元/吨，环比上涨 60 元/吨；山东潍坊深加工企业收购价

2150-2160 元/吨，环比上涨 10-20元/吨；河北石家庄收购价 2150

元/吨，环比上涨 20 元/吨。5月上旬玉米价格受到饲料需求恢复

及高速公路恢复收费等因素的支撑，加之临储玉米竞价销售一直

没有落地，玉米价格持续上涨。5月中旬开始玉米价格持续回落，

一是经过 4月份的快速上涨，玉米贸易商存粮利润已经较为可观。

二是麦收临近，部分贸易商销售玉米为小麦收购腾库。同时部分

饲料企业认为今年的新麦价格存在一定优势，可以部分替代玉米，



 

 

因此准备增加小麦收购。5 月由于供给较为紧张，临储拍卖出现

高成交、高溢价的现象，或将推动玉米价格持续上涨。 

（二）重要农产品。 

1.大豆。 

供需预测：国产大豆持续增产，生猪存栏增加拉动大豆压榨

需求回升，供给偏紧，豆价持续上涨。供给方面，黑龙江大豆种

植效益较高，农户种植积极性较强，预计绥化、佳木斯等地播种

面积继续增加；农垦集团合理调整种植结构，预计大豆播种面积

同比减少 80 万亩；黑龙江大豆播种面积预计为 460 万公顷，同比

增长 7.5%。安徽、内蒙等产区预计播种面积也增加，预计全国总

面积将达到 980 万公顷，同比增长 5%；大豆产量将达到 1900 万

吨，较上年增加 90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天气及农情调度：5 月底，全国春播工作基本结束，东北地

区大部气象条件基本适宜，利于大豆春播出苗和幼苗生长。预计

新季大豆平均单产 1960公斤/公顷，较上年增长 1.3%。 

进口方面，4 月我国进口大豆 671 万吨，高于上月的 428 万

吨，但低于上年同期的 764 万吨。5 月巴西大豆集中到港，预计

进口量将达到 1000 万吨，尽管大豆压榨量随之提升，但油厂库存

仍持续增加。监测显示，5 月 22日，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

库存 531 万吨，月环比增加 180万吨，同比减少 33 万吨。6-7月

大豆月均到港量接近 950 万吨，预计大豆库存将继续上升。预计

2019/20年度我国进口大豆 9200万吨，比上月预估上调 100万吨，

高于上年的 8253万吨。 

需求方面，生猪存栏增加拉动大豆压榨量回升、食用消费量

小幅增加。当前生猪存栏回升、禽类养殖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预



 

 

计年度大豆榨油消费量为 9250 万吨，同比增加 410 万吨，增幅 

4.6%，其中包含 250 万吨国产大豆及 9000万吨进口大豆；预计大

豆食用及工业消费量为 1610 万吨，同比增加 85万吨。 

综上，预计年度大豆供需结余为 142 万吨。 

国内外价格情况：5 月底，美湾大豆 7 月船期 CNF 报价 366

美元/吨，合到港完税价 3020 元/吨（3%进口关税、9%增值税），

月环比上涨 40 元/吨；巴西大豆 7 月船期 CNF 报价 370 美元/吨，

合到港完税价 3050 元/吨，月环比上涨 110元/吨。5 月末，黑龙

江油用大豆报价 4020-4060 元/吨，部分地区月环比上涨 10-30元

/吨，食用大豆报价 5040-5080 元/吨，月环比下跌 40-80 元/吨。

近日俄罗斯大豆恢复进口、少量进口大豆流向食品加工领域，加

上市场预期中储粮可能轮换大豆，企业追涨意愿不强，但现货供

给偏紧，价格保持坚挺，预期短期国产大豆价格继续高位运行。 

2.棉花。 

供需预测：国内供给充裕，消费回暖，棉花价格弱势反弹。

供给方面，预计2020/21年度全国棉花播种面积为4568.2万亩，同

比减少226.1万亩，减幅4.7%。2020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水平保持

每吨18600元不变，有效稳定了农户植棉预期。相比之下，黄河流

域棉花实播面积为600.3万亩，同比减少91.6万亩，减幅13.2%。

长江中下游棉区实播面积为368.6万亩，同比减少121.9万亩，减

幅24.9%。预计新季全国棉花产量582.1万吨，同比下降0.4%。 

天气情况：5月，新疆部分棉区出现大风和冰雹等不利天气，

但棉区气候条件总体正常，棉苗长势良好，受影响程度有限。预

计棉花单产为1770公斤/公顷，较上年度略增0.7%。 

进口持续放缓。据海关统计，4月我国进口棉花12.48万吨，



 

 

环比减37.9%，同比减30.6%。1-4月累计进口棉花73.8万吨，同比

减12.3%。 

需求方面，5月国内经济运行秩序有序恢复，下游消费市场逐

步回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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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环比上升7.3个百分点，需求

增加带动棉价小幅回升。 

国内外价格情况：当前全球疫情不确定性较大，国内外棉价

持续弱势运行。5月，国内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吨11644元，环比

涨2.2%，同比跌22.7%。国际方面，Cotlook A指数（相当于国内

3128B级棉花）折合人民币每吨10198元，比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CCIndex）3128B级每吨低1446元，价差比上月缩小100元。进口

棉价格指数（FC Index）M 级月均价每磅67.78美分，1%关税下折

到岸税后价每吨11782元，比国内价格高138元，价差比上月扩大

61元；滑准税下折到岸税后价每吨13638元，比国内价格高1994

元，价差比上月缩小5元。受全球疫情蔓延影响，我国纺织品服装

出口面临较大挑战。中美关系对后续棉纺行业发展带来较大不确

定性，预计短期国内棉价将继续维持弱势。 

3.食糖。 

国内消费清淡，低成本进口食糖冲击市场，糖价持续维持弱

势。供给方面，预计 2020/21 年度中国糖料种植面积 145.3 万公

顷，较上年度增 3 万公顷，增幅 2.1%，主要是内蒙古甜菜种植面

积增加。新季食糖产量 1050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20 万吨，增幅

1.9%。2019/20 年度中国食糖生产已进入尾声，除云南少部分糖

厂外，其他省（区）均已停榨，截至 5 月 26 日，全国累计产糖

1045.986万吨，较去年同期降 35.26 万吨，同比降长 3.27%;北方



 

 

累计产甜菜糖 133 万吨，同比增长 9.8%。南方累计产甘蔗糖

912.925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4.93%。 

进口成本下降刺激下半年进口激增。4月，我国进口食糖 9.80

万吨，环比增 18.0%，同比减 71.4%。1-4 月累计进口食糖 53.12

万吨，同比减 2.8%。5 月配额外关税保障措施到期，配额外进口

关税由 85%降为 50%，进口成本大幅下降，6月开始到港压力加大，

预计 2020/21年度进口食糖 350万吨，较上年增加 46 万吨。 

需求方面，国内进入消费淡季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游短期消费略有萎缩，但随着餐饮业逐步恢复，长期需求依旧稳

定。预计 2020/21 榨季食糖消费量为 1520 万吨，较上年度增加

40 万吨，增幅 2.7%。 

国内外价格情况：5 月国内糖价持续下跌。截至本月底，柳

州白砂糖价格为 5440元/吨，环比跌 80元/吨；云南昆明报价 5310

元/吨，环比跌 20 元/吨；湛江报价 5320 元/吨，环比涨 20 元/

吨；主销区郑州报价 5780元/吨，环比跌 20元/吨；成都价格 5560

元/吨，环比跌 20 元/吨。5 月，配额内 15%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

税后价每吨 3042 元，环比涨 172 元，涨幅 6.0%。而进口配额外

50%关税的巴西食糖到岸税后价每吨 3861 元，环比涨 223 元，涨

幅 6.1%。国内经济正逐步复苏，食糖消费有望回升。对关税配额

外进口食糖征收保障措施关税已到期，配额外进口糖关税自动恢

复为 50%，进口成本大幅降低或拉低国内市场价格。综上，预计

近期糖价继续保持弱势运行。 

4.生猪。 

供需预测：生猪产能加快恢复，中小养殖户恐慌性出栏，供

应紧张缓解，猪价持续调整。供给方面，5 月全国生猪存栏和能



 

 

繁母猪存栏双双保持快速恢复势头，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3.9%，

连续 8 个月增长，增幅 23.3%；全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3.9%，连

续 4个月增长。据对全国 16万家年出栏 500头以上规模猪场监测，

5 月新生仔猪数量环比增长 5.4%，连续 4个月增长，增幅 26.2%。

四川等主产省仔猪价格已由每头 2300 元下降到 1500 元左右。新

建和改扩建猪场陆续投产，种猪和仔猪调运量继续大幅增加，5

月份跨省调运仔猪 85.1 万头、种猪 17.9 万头，分别比上月增加

44.1%和 157.9%。近期中小养殖户的恐慌性出栏现象明显，抛售

多为价格偏低的大体型白条猪，短期生猪市场供应紧张得到一定

程度缓解。1-4月，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 4790.74 万头，

同比减 35.5%。其中，4 月屠宰量 1278.01 万头，环比增 9.1%，

同比减 30.6%。猪肉进口放缓，据海关统计，4月我国进口生猪产

品 52.64 万吨，环比增 1.8%，同比增 1.2 倍；1-4 月累计进口生

猪产品 174.74万吨，同比增 1.2倍。 

需求方面，受疫情影响，入夏后户外餐饮消费恢复缓慢，但

随着端午节临近，加之餐饮业、学校等集中消费的逐步复苏，预

计短期消费将有望得到提振。 

全国生猪价格持续下跌。5 月，生猪价格每公斤 29.83 元，

环比跌 11.5%，跌幅较上个月扩大 4.6 个百分点，同比涨 99.1%；

仔猪价格每公斤 96.28元，环比跌 2.7%，同比涨 1.5 倍。猪肉价

格每公斤 47.61 元，环比跌 10.1%，跌幅较上个月扩大 2.6 个百

分点，同比涨 92.7%；本月全国各省市生猪价格普遍下跌，其中

陕西、黑龙江、山西、河南和海南等省跌幅最高，均超过 13.0%，

北京、江西、湖南等省市跌幅超 10.0%。 



 

 

养殖利润依旧可观。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 月份猪粮比价为

13.5:1，比上月下降 2.21个点。5 月份全国饲用玉米价格每公斤

2.21 元，环比涨 3.3%，同比涨 8.9%；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每公

斤 3.16 元，环比涨 0.3%，同比涨 6.0%。出栏一头 100 公斤的肥

猪，自繁自养养殖户 5月份盈利为 1500元左右，外购仔猪养殖盈

利水平在 600元左右。 

综上，短期内生猪供给仍将保持偏紧态势，但同比降幅有望

继续收窄。5 月全国复工复产复学有序推进，餐饮业继续恢复，

集团消费和家庭消费需求增长。加之端午假期来临，猪肉消费有

望提升，对猪价起到支撑作用，预计 6 月猪肉价格有望出现小幅

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