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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中国油脂油料行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国内油料供给继续下降，进口量继续增加，植物油供给充裕。2016 年国产油
料供应量继续下降，油脂油料进口继续增加，尤其是大豆进口大幅增加，将达到 8,250
万吨。2016 年我国植物油需求量并未明显增加，估计在 3,100 万吨左右，但供应量
超过 3,200 万吨。
2、油料加工能力依然过剩，行业结构加速调整与整合，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小品种食用油需求不断增加，社会资金不断注入，未来几年小品种油从种
植到加工的规模都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3、蛋白粕及植物油价格普遍上涨，油料加工效益相对较好。总体来看，2016 年
油、粕价格持续回升，尤其是蛋白粕价格自 4 月份开始持续大幅上涨。11 月份四级
豆油价格达到 6,700 元／吨以上，回升至 2014 年 5 月份水平，豆粕价格也回升至 2014
年底 3,300 元／吨左右的水平，因此自 4 月份开始进口大豆理论压榨效益逐步好转并
盈利良好，吨利润平均达到 200 多元；华南地区油菜籽压榨效益平均在 280 元／吨
左右。

未来中国植物油加工行业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行业集中度及规模化程度继续提高；
（2）大豆、油菜籽压榨行业整合速度加快，小品种将成为今后投资的新方向；
（3）单纯的油籽压榨利润较低甚至严重亏损，精深加工、包装、仓储物流等将
成为企业竞争必备能力；
（4）品牌建设及营销成为企业未来发展及扩张的关键。
报告将依据详实的数据，从生产、加工、消费、贸易等全行业链的角度，对 2016
年中国植物油行业进行分析，并对 2017 年的供求和行业发展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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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大豆压榨产能分布及主要企业生产分析

2.4 大豆压榨效益变化
2.4.1 大豆进口成本下跌
2.4.2 受国际及期货市场的带动，豆油价格明显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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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大豆制品价格整体大幅上涨，压榨盈利良好

2.5 2016/17 年度中国豆油供求分析
2.5.1 油厂开工率高，豆油产量估计在 1,600 万吨左右
2.5.2 豆油消费量增长，市场份额扩大
2.5.3 大豆库存较高，豆油供应仍过剩

2.6 2016/17 年度中国大豆及其制品市场预测
2.6.1 预计 2017 年大豆生产难以明显恢复
2.6.2 2017 年豆油进口（含大豆进口折油）增幅将继续放缓
2.6.3 大豆压榨行业整合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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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2016 年中国菜籽油供求变化及 2017 年预测
3.1 中国油菜籽种植面积及产量急剧减少
3.1.1 估计 2016 年中国油菜籽面积降至 510 万公顷左右
3.1.2 估计 2016 年中国油菜籽产量降至 880 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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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菜籽油进口分析
3.2.1 油菜籽进口价格小幅下跌，进口量减少
3.2.2 主要的油菜籽进口企业分析
3.2.3 菜籽油进口量及价格均下降
3.2.4 主要的菜籽油进口企业分析

3.3 中国油菜籽压榨行业分析
3.3.1 新建产能陆续投入使用，华南地区油菜籽压榨产能趋于饱和
3.3.2 油菜籽压榨量增至 1,460 万吨左右，菜油产量 580 多万吨
3.3.3 油菜籽压榨产能分布及主要企业生产分析

3.4 油菜籽压榨效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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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国产油菜籽价格同比偏高，进口油菜籽价格小幅下跌
3.4.2 受植物油价格整体上涨的影响，菜籽油价格也持续上涨
3.4.3 菜粕价格先涨后跌，但整体高于去年水平
3.4.4 进口油菜籽压榨效益较好，6 月份盈利达到 600 元／吨的最高水平

3.5 2016/17 年度中国菜籽油供求分析
3.5.1 油厂开工率高，菜籽油产量估计在 600 万吨左右
3.5.2 菜籽油消费量增长不明显，区域特征较强
3.5.3 其他植物油及蛋白粕抢占油菜籽制品市场份额

3.6 2016/17 年度中国油菜籽及其制品市场预测
3.6.1 预计 2017 年油菜籽种植面积继续减少
3.6.2 国内产量将继续下降，预计 2017 年菜籽油进口量有望增加
3.6.3 华南逐渐成为油菜籽压榨主要地区，产区加快整合淘汰
3.6.5 2017 年油菜籽及制品价格可能震荡走低
3.6.5 油菜籽及菜籽油供求平衡表

第 4 部分 2016 年中国棕榈油供求变化及 2017 年预测
4.1 棕榈油进口分析
4.1.1 棕榈油进口量略降至 460 万吨左右
4.1.2 棕榈油进口成本（CIF）继续下跌
4.1.3 棕榈油进口仍以棕榈液油为主
4.1.4 主要的棕榈油进口企业

4.2 棕榈油生产及重点企业分析
4.2.1 加工效益不好，部分中小型棕榈油加工企业退出
4.2.2 主要企业生产分析

4.3 棕榈油市场分析
4.3.1 棕榈油库存长期保持较低水平
4.3.2 受不利天气影响，棕榈油价格大幅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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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6/17 年度棕榈油市场预测
4.4. 1 2017 年国际市场棕榈油价格有较大下跌空间
4.4.2 国内棕榈油需求不旺，2017 年进口将仍不足 500 万吨左右
4.4.3 2017 年价格仍以弱势为主

第 5 部分 2016 年其他油脂油料行业分析及 2017 年预测
5.1 中国花生油行业分析及预测
5.1.1 价格上涨难以抵消种植成本的增加，花生产量继续小幅下降
5.1.2 花生出口继续下降，花生油进口大幅增长
5.1.3 花生及花生价格均大幅上涨并保持高位，但压榨利润下降
5.1.4 花生压榨产能集中度高，鲁花加快布局及扩张
5.1.5 花生油需求相对较高，价格保持高位

5.2 中国棉籽油行业分析及预测
5.2.1 棉花种植面积继续下降，棉籽供应偏紧
5.2.2 受国内植物油及蛋白粕市场整体带动，棉籽及制品价格同比均上涨
5.2.3 棉籽及棉油供应紧平衡

5.3 中国葵花籽油行业分析及预测
5.3.1 葵花种植面积变化不大
5.3.2 葵花籽出口量及葵花籽油进口量均明显增长

5.4 中国芝麻油行业分析及预测
5.4.1 芝麻种植面积继续下降
5.4.2 芝麻进口价格下跌，进口量增加

第 6 部分 中国植物油市场供求分析及 2016/17 年度预测
6.1 中国植物油总供给
6.1.1 国产油料提供的植物油产量继续下降
6.1.2 植物油进口（含进口油料折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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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中国植物油对外依赖度超过 75%

6.2 中国植物油消费
6.2.1 中国植物油消费量增速放缓
6.2.2 植物油消费结构有所变化，小品种油需求增长

6.3 2016/17 年度中国植物油市场预测
6.3.1 植物油进口量继续增加，主要是油料进口的增长
6.3.2 中国植物油消费量趋于饱和，消费结构继续调整
6.2.3 中国植物油供求平衡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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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农业——中国现代农业服务业领导者，成立于 1996 年，
凭借在中国农业和食品行业近 20 年的积累，以及在行业数据、情
报、资讯搜集与分析、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为大农业及食品领
域的相关企业、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等，提供农业研究、咨询、
传媒营销、公关传播及会议会展、私募股权投资、财务顾问等综合
服务，帮助各类企业和机构了解、洞悉并融入快速发展的中国农业
和食品行业，并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相关报告
中国油料市场周报

（周报，中英文版）

中国油脂油料月报景气报告

（月报，中英文版）

中国芝麻市场研究报告

（月报，中英文版）

中国油脂油料市场回顾与展望

（年报，中英文版）

中国大豆及加工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行业分析及预测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大豆产业地图集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油菜籽产业地图集

（专项，中英文版）

中国农产品商品年鉴 (2016)

（专项，中英文版）

专项调研服务
艾格农业携 20 年的行业研究经验，是中国农业及食品领域最优秀的数据、信息、
咨询服务提供商。我们已经成功为近千家中国和海外企业及政府机构提供行业专
题研究、市场调查、战略咨询、上市前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研究、区域规划、商
业计划书等各类专项调研服务。
典型案例：
 2004 年为 CJ 集团开展中国玉米油以及相关产品发展研究
 2008 年为韩国贸易商展调查中国米糠油和芝麻油市场
 2010 年为日本贸易公司调查玉米/大豆/水稻/大米在东北主要港口吞吐量、物流
方式
 2014 年为某油脂公司制作企业运营及业务诊断报告
 2014 年为大商所制作中国豆油、棕榈油现货市场研究报告
 2014 年为某国际食品公司调研中国植物蛋白、花生行业发展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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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

路 1 号金泰大厦 1509 室
邮箱：report.boabc@boabc.com
网 址：www.cnagr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