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市场信息月报 
2020 年第 7 期 

（总第 31 期） 

国家农担公司 

机构合作部、风险管理部编                 2020 年 7 月 25 日 

 

本期要点： 

政策要闻方面，中央农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农业

农村有效投资 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构建多

元化农业农村投入格局。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推进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规范化管理。农业农村部编制全国乡村产业发

展五年规划，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农业农村部部署加快推进设施

种植机械化，推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银保监

会发布管理办法，完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制度，规范互联

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 

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方面，二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速回升至

3.2%，各项数据显示国内经济活动稳步复苏。CPI 同比涨幅略有

扩大，环比继续下降。P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降幅收窄。新增社

融维持高位，实体经济融资维持稳健。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

利率较上月整体上行，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较上月下行。  

农产品方面，新季小麦再获丰收，市场供应充足，储备库轮

入和面粉厂采购进入尾声，麦价上涨乏力。新季稻谷生长势头良

好，终端需求低迷，市场供应充足，稻米价格持续偏弱运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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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场的产需缺口扩大，拍卖临储成交溢价持续上涨，支撑玉米

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基层收豆困难，经销商库存减少，现货供应

紧张，临储大豆陆续投放，预计豆价高位震荡。储备棉轮出加大

市场供给压力，下游消费回暖缓慢，棉花价格弱势依旧。食糖需

求逐步恢复，传统消费旺季来临，在国际市场的带动下，国内糖

价小幅上涨。生猪产能加快恢复，餐饮消费逐步复苏，进口收窄，

供需再度偏紧，猪价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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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要闻 

（一）中央农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构建多元化农业农

村投入格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2019 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

我国农业农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今年叠加疫情冲击，投资降幅

持续扩大。7 月 14 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改委、财政部、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农业农

村有效投资 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中农发〔2020〕

10 号），系统部署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意见围绕“三农”领

域突出短板，着重提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现代农业

园区、沿海现代渔港、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等 11个方面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从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保障财政支

农投入、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引导鼓励社会本投资农业农村四个

方面提出了扩大有效投资的具体措施。意见指出，要抓紧出台普

惠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举措，创新金融产品与

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大力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贷、

首贷业务。鼓励金融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农业农村

部门要协助提供项目推介。切实发挥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

用，稳步做大政策性业务规模。意见还对完善农业保险试点，推

动建立多层次、高保障、符合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的保险产品体系

进行了再部署。 

（二）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推进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规范化管理。7 月 15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改委、

财政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管理办法（试行）》（农办市〔2020〕9号），加强特优区

管理，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办法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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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区所在地政府应加强组织领导，可将当地农业特色产业纳入

本地经济建设重点，制定相应扶持政策。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协会等主体积极参与，承

担相关工作，推进特色产业高效发展，构建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

制，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截至日前，农业农村部共发布认定

了三批次共 229 个中国特优区，第四批申报认定工作正在进行。

从区域分布看，山东（13）、广西（13）、河北（12）、四川（12）、

江苏（11）、湖北（10）认定数量超过 10 个；从产业类别看，水

果（四川）、蔬菜（山东）、畜禽（内蒙古）、水产（江苏）、茶叶

（福建、湖北、安徽）、中药材（吉林）的产业聚集度相对较高。 

（三）农业农村部编制全国乡村产业发展五年规划，加快推

动乡村产业发展。为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

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等问题，7月 16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

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提出了乡村产业发展的总

体目标，在提升农产品加工业、拓展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休

闲旅游业、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推进农村创新创业等方面分别提出了具体措施，部署了

专项提升行动和工程。规划提出了多项保障措施，要求强化金融

扶持政策，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将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建立

“银税互动”“银信互动”贷款机制。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体系作用，

强化担保融资增信功能，推动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 

（四）农业农村部部署加快推进设施种植机械化，推进农业

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6 月 29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的意见》（农机发〔2020〕3 号），

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设施建造宜机化、生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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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化、设施装备智能化和生产服务社会化，提出了 2025 年设

施种植机械化水平总体达到 50%以上的发展目标。意见要求，要

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扶持政策、推进科技创新、强化示范引导

和加强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发

展设施种植机械化纳入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积极争取财政、金融

等部门支持，统筹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加大农机购

置补贴支持力度，将更多设施种植装备纳入补贴范围。推动金融

机构对权属清晰的温室大棚设施装备开展抵押贷款，探索对购买

大型设施农业装备贷款进行贴息，推广“大棚贷”“大棚险”等农

业信贷保险模式。 

（五）银保监会发布管理办法，完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监

管制度，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7 月 17 日，银保监会发

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 2020 年第 9 号）。办法界定了互联网贷款内涵及范围，

明确互联网贷款应遵循小额、短期、高效和风险可控的原则，要

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合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对商业银行提

交互联网贷款业务情况报告等提出监管要求。在担保增信方面，

办法明确了融资担保公司属于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合作机

构。要求商业银行与有担保资质和符合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经营

资质监管要求的合作机构合作时应当充分考虑上述机构的增信能

力和集中度风险。商业银行不得因引入担保增信放松对贷款质量

管控。强化商业银行主体责任，防止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空心化”。 

二、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动态 

（一） 宏观经济。 

1．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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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 7 月 16 日公布数据显示，二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速由一

季度的-6.8%回升至 3.2%，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上半年 GDP 累计

同比下降 1.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同比增长 0.9%，第二产业

同比-1.9%，第三产业同比-1.6%。 

2．6 月经济数据呈现积极信号。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进一步回升至 4.8%，前值 4.4%，较上月增加 0.4 个百分点。

其中，汽车制造业（13.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12.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8.7%）等部门环比增速加

快。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3.1%，前值-6.3%，回升 3.2 个百分点。

6 月当月同比 5.6%，较上月增加 1.7 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

增速（8.4%）较上月回落，房地产（8.5%）和制造业投资（-3.5%）

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8%，前值-2.8%，较上月

收窄 1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同比-15.2%，前值-18.9%。进

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同比 5.1%，前值-4.9%。其中出口额同比 4.3%，

前值 1.4%，进口额同比 6.2%，前值-12.7%。 

3．C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环比继续下降。6 月，CPI 同比

上涨 2.5%，前值 2.4%，主要原因是气候等短期因素带来食品价格

的扰动。分项来看，食品同比 11.1%，环比 0.2%。其中，猪肉（3.6%）、

鲜菜（2.8%）环比涨幅较大。非食品同比 0.3%，环比-0.1%。其

中，旅游项、交通工具项、房租项的分项环比均显著弱于季节性。 

4．PPI 同比降幅收窄，环比由降转涨。6 月，PPI 同比-3%，

前值-3.7%，环比 0.4%。分项来看，生产资料同比-4.2%，环比 0.5%。

其中有色（1.8%）、黑色（1.2%）、能源（1.2%）环比价格上涨，

建材（-0.4%）、纺织原料（-0.4%）价格疲软。生活资料同比 0.6%，

环比 0.1%。食品（0.3%）成本上升带动环比价格上涨，一般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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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环比持平，衣着（-0.1%）与耐用消费品（-0.1%）环比微跌。 

（二） 金融市场。 

1．货币金融情况。M2 同比增速持平，M1 同比增速回落。6

月，M2 同比 11.1%，前值 11.1%，比上年同期高 2.6 个百分点。

M1 余额 58.11 万亿元，同比 6.5%，前值 6.8%，比上年同期高 2.1

个百分点。新增人民币贷款增加带动新增社融略超预期。6 月，

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3.43 万亿元，同比多增 8099 亿元。其中，信

贷贷款同比多增 2515 亿，成为新增社融的主要支撑。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同比增长 12.8%，前值 12.5%。实体经济融资维持稳健，

居民部门整体贷款规模上升。6 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 1.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500 亿元，较上月多增 3300 亿元。其中，居

民部门同比多增 2198 亿元，是主要增量。 

2．市场利率情况。货币市场利率方面，6 月，银行间同业拆

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1.85%，较上月上行 60BP；银行间债券质押

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1.89%，较上月上行 60BP。3 月存期同

业存单发行利率 2.18%，较上月上行 50BP。债券市场利率方面，

6 月末，6 个月期、3 年期、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 2.06%、2.35%、

2.84%，较上月分别上行 51BP、45BP 和 11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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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末，温州民间借贷

综合利率为 15.12%，较上月下行 54BP。社会直接借贷利率（温

州指数）为 11.97%，较上月下行 110BP。温州地区农村互助会金

费率为 14.85%,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利率为 16.68%，小额贷款公司

综合利率为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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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农产品供需情况 

（一）主要粮食。 

1.小麦。 

供需预测：新季小麦再获丰收，市场供应充足，储备库轮入

和面粉厂采购进入尾声，麦价上涨乏力。供给方面，据农业农村

部最新数据，截至 6 月末，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3.4 亿亩以上，大

规模小麦机收基本结束，机收率达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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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单产 5798 公斤/公

顷，比上年增加 101.9 公斤/公顷，增幅 1.8%。全年小麦播种面

积 2271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27.4万公顷，下降 1.2%。综上，2020

年小麦再获丰收，产量 13168万吨，比上年增加 75.6 万吨，增幅

0.6%。小麦上市初期，农户普遍存在存粮自用和看涨心态，销售

意愿不强，收购进度整体慢于去年同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20 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 1454.6 万吨，

同比减少 125.3万吨。 

需求方面，餐饮业将逐步恢复，小麦食用消费量有所回升，

玉米与小麦价差收窄，饲用消费量大概率增加。预计 2020/21 年

度国内小麦消费总量为 12479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309 万吨，增

幅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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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200万吨；工业消费

为 95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30万吨。 

综上，预计全国小麦供求结余量为 1422 万吨，比上年减少

185 万吨，减幅 12.8%。 

价格情况及预测：新小麦价格呈现“高开高走”态势。根据

《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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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相关部门研究同意，自 6 月 9 日起在湖北省、自 6 月 10日起

在安徽省，自 6 月 12 日起在江苏启动 2020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

行预案。预案的启动对南部产区小麦价格形成了有效支撑。截至

6 月底，河北石家庄普通小麦进厂价 2360元/吨；河南郑州为 2320

元/吨；山东济南为 2340元/吨；安徽宿州为 2300元/吨，均比上

市初期上涨 10-50 元/吨，同比增加 30-8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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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稻谷。 

供需预测：新季稻谷生长势头良好，终端需求低迷，市场供

应充足，稻米价格持续偏弱运行。供给方面，6 月，全国大部光

温水匹配总体较好，局地出现强降水或持续高温天气，总体利于

早稻、一季稻正常生长，截至 6 月底，江南、华南大部早稻处于

抽穗开花至灌浆乳熟阶段。全国双季早稻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22%、75%，一类苗较上周增加 4 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减少 5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大部一季稻处于分蘖期；江淮、江汉大部处

于三叶返青至分蘖期；西南地区大部处于分蘖至拔节期。预计新

季稻谷单产7.044吨/公顷，同比减少 0.015吨/公顷，减幅 0.21%。

在各项政策支持下主产区双季稻面积恢复增加，7 月预计 2020 年

稻谷播种面积为 3000万公顷，同比增加31.1万公顷，增幅 1.05%；

产量 2.114亿吨，同比增加 175万吨，增幅 0.84%。 

需求方面，近年稻谷食用消费量基本稳定，预计 2020/21 年

度国内稻谷总消费为 19382 万吨，比上年度减少 98 万吨，减幅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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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100万

吨，增幅 6.45%，工业消费 1750 万吨，较上年度减少 25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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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幅 12.5%。 

综上，预计 2020/21 年度全国稻谷结余 1654万吨，比上年度

增加 223 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6 月，主产区粳稻市场价格普遍回落。东

北粳稻市场价格稳中略降，黑龙江圆粒粳稻(国标三等，下同）市

场收购价为 2720 元/吨左右，比月初下降 40 元/吨；吉林超级稻

市场收购价为 2920 元/吨，与月初持平。苏皖粳稻市场价格继续

回落，其中江苏粳稻市场收购价在 2660 元/吨，比月初下降 240

元/吨；安徽粳稻收购价在 2600 元/吨左右，比月初下降 100 元/

吨。南方主产区中晚籼稻市场价格稳中回落，湖南普通中晚籼稻

收购价 2560 元/吨，与月初持平；安徽 2640 元/吨，比月初下降

80 元/吨；湖北 2700 元/吨，比月初下降 60元/吨；江西 2700-2760

元/吨，与月初持平。当前国内市场供应充足，终端需求低迷，预

计后期国内稻谷价格持续偏弱运行。 

3.玉米。 

供需预测：玉米市场的产需缺口扩大，拍卖临储成交溢价持

续上涨，支撑玉米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供给方面，6 月，玉米主

产区降水量为正常值（30年均值）的 106%，平均气温比正常值（30

年均值）偏高 0.2℃。国内大部分地区土壤墒情适宜，光温匹配

较好，利于夏玉米播种出苗和春玉米幼苗生长。但山西中部、河

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水持续偏少，无灌溉地区土壤墒情偏差，

不利适时夏播。截至 6 月 21 日，全国夏播粮食近 9 成，同比快

0.8 个百分点。其中，河南播种结束，湖北、湖南、安徽接近尾

声，江西、江苏、山东过 9 成，河北过 8 成。除东北外，其他地

区玉米播种面积则预计稳中有升。预计 2020 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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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107万公顷，同比减少 21.4万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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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度增加 200 万吨，增幅 40%。年

度玉米新增供应量 26800 万吨，与上月预测值持平，同比增加 223

万吨，增幅 0.8%。 

需求方面，生猪养殖利润高企，加之国家政策扶持，预计生

猪养殖将逐渐恢复。同时禽料需求维持高位，整体饲料粮需求预

计回升。但新年度玉米价格预计上涨至高位，将造成小麦、高粱

等其他谷物大幅替代玉米进行饲料生产。预计 2020/21 年度饲料

消费为 19200万吨，同比减少 300 万吨，减幅 1.5%。玉米深加工

下游消费好转，行业开工率有所提高，工业消费继续增长，2020/21

年度玉米工业消费 8100 万吨，同比增加 300 万吨，增幅 3.9%。

2020/21年度我国玉米总消费量为 29304万吨，同比增加 9万吨，

比上月预测值增加 1300万吨。 

综上，预计 2020/21 年度玉米市场产消缺口为 2504万吨，缺

口同比缩小 214万吨，比上月预测扩大 1300 万吨。 

价格情况及预测：6 月，国内玉米价格持续上涨。黑龙江绥

化深加工企业三等玉米收购价 1970-1990元/吨，环比上涨 70-80

元/吨；吉林四平收购价 1960 元/吨，环比持平，但到货量较少；

山东潍坊深加工企业收购价 2290-2300 元/吨，环比上涨 140 元/

吨；河北石家庄收购价 2250 元/吨，环比上涨 100 元/吨。临储玉

米开始竞价销售以来，市场参与积极性高涨，不仅几乎全部成交，

成交溢价还持续上涨，这对现货价格也形成较强支撑。玉米市场

的产需缺口扩大，贸易商竞价和屯粮积极性高涨，下游用粮企业

被动提价，预计未来玉米价格将持续强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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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农产品。 

1.大豆。 

供需预测：基层收购困难，经销商库存减少，现货供应紧张，

临储大豆陆续投放，预计豆价高位震荡。供给方面，6 月，东北

地区大豆处于出苗至第三真叶期，部分进入分枝期；江南处于结

荚期。近期黑龙江东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偏低 1-4℃，日照较常年

偏少 3-8 成，持续降雨使得部分土壤过湿，可能影响大豆作物生

长。预计 2020年我国大豆单产与上年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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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方面，5 月，我国进口大豆 938 万吨，高于 4 月的 671

万吨和去年同期的 736万吨，略低于之前预估的 1000万吨，主要

因部分船期延迟卸港。根据船期监测，预计 6 月大豆到港 1100万

吨，由于大豆到港集中，且压榨利润较好，油厂开机率保持较高

水平，预计 6 月压榨量达到创纪录的 830 万吨，尽管如此，大豆

商业库存仍快速增加。6 月 30 日，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库

存 660 万吨，同比增加 121 万吨，较 4 月中旬低点累计增加 351

万吨，预计 7-8 月到港量依然较大，大豆库存继续增加。预计

2020/21年度进口增至 9500 万吨。 

需求方面，生猪产能恢复拉动豆粕消费需求回升，餐饮行业

持续恢复，豆油消费量小幅增加。当前禽类存栏处于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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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能快速回升，预计 2020/21 年度大豆榨油消费量为 9450万

吨，同比增加 530 万吨，增幅 5.9%，其中包含 250万吨国产大豆

及 9200万吨进口大豆。预计大豆食用及工业消费量为 1610万吨，

同比增加 85 万吨。 

国内外价格情况：当前东北地区农户余粮见底，贸易商库存

也不多，整体供应偏紧，价格稳中有升。6 月底，美湾大豆 9 月

船期 CNF 报价 390 美元/吨，合到港完税价 3170元/吨，月环比上

涨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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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元/吨。6 月 30 日，黑龙江

地区油用大豆报价 4220-4260 元/吨，部分地区月环比上涨

180-200 元/吨，食用大豆报价 5300-5340 元/吨，月环比上涨

240-280元/吨。国产大豆现货供应紧张，尽管中储粮不断向市场

投放大豆，但市场看涨预期较强，预计国产大豆价格维持高位震

荡。 

2.棉花。 

供需预测：储备棉轮出加大市场供给压力，下游消费回暖缓

慢，棉花价格弱势依旧。供给方面，6月，全国大部分棉区棉花长

势较好，果枝、现蕾、成铃数量同比均增加，预计规模采摘时间

正常或有所提前。若后期天气正常，预计2020年新棉单产127.2

公斤/亩，同比上升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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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9万吨，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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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0.6%。截至7月3日，全国累计加工皮棉582.5万吨，同比减少

26.7万吨；累计销售皮棉514.6万吨，同比增加60.2万吨。储备棉

累计计划出库3.22万吨，成交最低价10560元/吨。 

进口环比放缓。据海关统计，5月我国进口棉花7.0万吨，环

比减43.9%，同比减61.1%。1-5月，我国累计进口棉花80.8万吨，

同比减20.9%。 

需求方面，6月，国内经济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内需持续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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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环比上升14.9个百分点。预计2019/20

年度棉花消费量701.36万吨，较上年略降0.2%。 

国内外价格情况：6月，国内3128B级棉花月均价每吨11958

元，环比涨2.7%，同比跌15.5%。国际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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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ndex）3128B级每吨低1352元，价差比上月缩小94元。

进口棉价格指数（FC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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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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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棉轮出增加了市场供

给压力，预计短期国内棉价将维持弱势。 

3.食糖。 

食糖需求逐步恢复，传统消费旺季来临，在国际市场的带动

下，国内糖价小幅上涨。供给方面，6 月，正值甘蔗拔节期，需

水量大，广西局部地区强降水未对甘蔗生长产生严重抑制，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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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单产为 58.28吨/公顷，与上年持平。全国糖料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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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结束。据糖

业协会统计，截至 6月底，2019/20年度全国累计产糖 1042万吨，

比上年度减少 35 万吨，减幅 3.2%；累计销售食糖 710 万吨，销

糖率 68.1%，比上年度同期减少 2.6 个百分点。 

高价差下，进口环比快速增长。5月，我国进口食糖 29.76 万

吨，环比增 2 倍，同比减 22.4%。1-5 月，我国累计进口食糖 82.89

万吨，同比减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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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糖价与进口糖价差近千元，预计 6月开

始到港压力加大，2020/21 年度进口食糖 350 万吨，较上年增加

46 万吨。关税配额外食糖纳入《实行进口报告管理的大宗农产品

目录》，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实施，有利于加强市场宏观导向、

适时调整进口节奏，政策效果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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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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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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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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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糖价继续上涨。6 月，国际食糖均价每

磅 11.83 美分，环比涨 11.8%，同比跌 4.9%。配额内 15%关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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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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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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猪。 

供需预测：生猪产能加快恢复，餐饮消费逐步复苏，进口收

窄，供需再度偏紧，猪价小幅上涨。供给方面，全国生猪存栏和

能繁母猪存栏继续保持快速恢复势头，二季度末，能繁母猪存栏

3629万头，同比增长 5.4%，比一季度末增长 7.3%，6 月能繁母猪

存栏实现同比增长 3.6%，这是自 2018 年 4 月以来首次实现同比

增长；全国生猪存栏生 33996万头，比一季度末增长 5.8%。经过

前期养殖端大猪恐慌性出栏后，超标大猪得到消化，养殖端惜售

心理增强，北方市场二次育肥有所增加，标猪供应趋于偏紧，市

场处于紧平衡状态。 

猪肉进口量环比下降，据海关统计，5 月，我国进口生猪产

品 50.28万吨，环比减 4.5%，同比增 63.6%；1-5月累计进口 225.02

万吨，同比增 1 倍。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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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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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消费需求略有恢复，但高肉价抑制终端消

费，下游消费改善仍偏缓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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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屠宰量 1382.21万

头，环比增 8.2%，同比减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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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猪价格普遍上涨。6月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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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每公斤 49.89 元，环比涨 3.5%，

同比涨 88.6%。本月全国大部分省市猪肉月均价出现上涨态势，

其其中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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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利润依旧处于高位。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 月猪粮比价

为 14.1:1，比上月提高 0.58 个点。6 月，全国饲用玉米价格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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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自繁自养养殖户

份盈利 1800 元/头左右，外购仔猪养殖盈利 800元/头左右。 

综上，6月，生猪产能产能拐点已现，猪肉供给虽有所增加，

但随着全国复工复产复学有序推进，餐饮业消费需求持续恢复，

短期供需关系偏紧态势仍未改变。长期来看，产能完全恢复仍需

要较长时间，2020 年可供出栏的生猪仍比上年有一定下降，预计

下半年生猪市场价格中枢将继续维持在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