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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生产方面来看，2018 年，中国小麦产量、质量下滑，政府下调最低收购价水平，

银行对粮食企业惜贷，小麦价格下滑明显；农民收入严重下滑，对 2019 年度国内小麦

生产产生的明显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下降和粮食生产下滑不利于农产及整体经济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 

国际市场，受到多年美元升值，国际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2018 年全球主要出口国澳洲、

美国、欧洲小麦产量下滑带来国际价格继续上涨。其中，澳洲小麦价格冲击近年来历史

新高，内外价格差距出现大幅缩小，对中国进口收到抑制，源于澳洲、美国小麦进口大

幅下滑。 

需求方面，2018 年，国内农业生产下滑，中小企业生产下滑，影响社会总需求。其中，

粮食生产下滑导致近 10 万亿社会总需求损失。国际市场来看，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和美

联储的持续加息导致全球宏观总需求严重下滑，抑制世界小麦价格恢复上涨水平；对全

球社会形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展望后期，生产方面，2019 年中国小麦生产继续下滑；全球小麦生产出现恢复，贸易

战不能得到有效扭转，全球生产恢复缓慢，导致最终产量下滑，影响 2019/20 年度小麦

价格水平，引起全球粮食大幅回升，对国内市场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宏观经济方面，

美元将会进入贬周期；人民币将会因为央行新货币被动增发带来人民价值被动贬值推动

内外商品价格回升，内外小麦价格上涨成为必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积极发展农业生

产成为必然。 

从长远来看，全球人口按照当前增长速度，2020 年达到 78.16 亿；2025 年世界人口达

到 83.41 亿元，中国人口达到 14.30 亿的顶峰；2030 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 88.86 亿人。

若国际环境及主要生产国内生产与经营环境无法有效改善，小麦产量增速将会无法满足

人口增长对小麦消费需求，2025 前引发总体全球性小麦供应缺口。主要消费国和生产

国区努力改善国内环境，推动全球资本、科技、人力和管理有效流动，全球小麦生产潜

力依然很大，全球小麦供应总量可以实现大幅增长，保证全球小麦供应安全。 

政策建议方面，为防止后期不利宏观经济影响，一方面必须加大对小麦生产的支持力度，

加强进口和国储出库入库管理，维持粮食价格相对稳定，同时大幅提升农村地区老年人

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农民确权土地补贴力度，降低土地流转费用，便利土地流转，推

动种植业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社会化、市场化农业服务业，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让

农业和农村发展能同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让农业产业更好服务总体经济，确保整个经

济与社会健康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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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麦价格回顾 

1.1 年度价格回顾 

1.1.1 现货价格 

1.1.1.1 国内现货市场 

2018 年，中国小麦产量、质量、价格均出现下降；全球小麦生产下滑普遍价格上涨，中

国政府下调小麦最低收购价，银行大幅缩减农业信贷，带来 2018 年中国小麦出现下滑。 

根据东方艾格马文峰监测来看，2018 年中国小麦价格 2453 元/吨，较上年下降 1.05%，

较 2014 年历史最高水平下降 2.20%。 

横向来看，2018 年小麦、玉米、水稻、大麦、高粱、大豆等 6 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稻

谷和小麦在国家政策压力下出现下滑，分别下降 1.05%和 5.07%；大豆受到贸易战影响，

价格下滑 5.19%；玉米、大麦、高粱等饲料量和工业用粮价格在市场供求和宏观环境的

推动下出现明显上涨，分别上涨 10.23%、10.74%和 15.72%。6 种粮食作物总体平均上

涨 4.23%。粮食价格总体上涨是由单一市场的供求和宏观经济的共同决定的，预计后期

仍将总体上涨。 

纵向来看，2000 年以来我国小麦价格共计经历 3 次 11 年价格上涨，4 次 8 年价格下跌

周期。其中 2000、2001、2002， 2005、2006，2015、2016、2018 出现价格下跌，其中

2000-2002 的这次降价持续最久，导致 2003 年 9-12 月的小麦价格暴涨；此后国家出台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增长，产量增长明显，2006 年价格再度大幅下降，国家被迫出台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后，小麦价格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持续上涨，2014 年度

达到历史最高峰。小麦价格分市场化政策带来价格持续上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我国整

体物价刚性上涨，导致中国小麦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 

2018 年价格走势调整，是国家政策推动价格下滑；2019 年政府继续下调小麦最低收购

价，对于后期市场产生明显压制作用，但是国内宏观、微观环境、国际市场会推动国内

小麦价格出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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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小麦年度价格，2000-2018年 

 

数据来源：马文峰《中国粮食行业研究周度报告》 

表1 不同粮食年度价格及年度变化对比 

年度 项目 谷物平均值 小麦 稻谷 玉米 大麦 高粱 大豆 

2016  价格 

（元/吨） 

2,389  2,359  2,755  1,851  1,587  2,018  3,762  

2017  2,436  2,479  2,786  1,675  1,759  2,099  3,817  

2018  2,490  2,453  2,645  1,846  1,948  2,429  3,619  

2017  年度涨幅 

（%） 

2.17  5.08  1.12  (9.54) 10.87  4.03  1.45  

2018  4.23  (1.05) (5.07) 10.23  10.74  15.72  (5.19) 

数据来源：马文峰《中国粮食行业研究周度报告》 

1.1.1.2 全球小麦现货 

全球小麦 2012-2016 年连续 5 年下降，全球小麦生产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到 2016 年谷

底出现反弹。2017 年全球主要国家小麦美元价格年度平均价 246 美元/吨，较上年上涨

5.57%。 

2018 年全球小麦继续上涨，达到 269 美元/吨，涨幅为 9.53%；2018 年全球小麦价格较

2009 年以来历史最低水平恢复上涨 15.63%；较 2011 年最高水平低 20.25%， 2018 年世

界小麦价格属于恢复性上涨。 

2018 年全球小麦受到美国发起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价格涨幅和生产恢复均受到抑制，预

计 2019 年世界小麦价格仍将继续呈现恢复性上涨的态势；后期全球小麦价格依然存在

较大反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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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全球小麦价格年度走势，2009-2018 

 

监测地区来看，2018 年北美高蛋白小麦价格下降 2.59%，其余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涨幅为 1.22%-31.67%。澳洲大幅减产价格大幅上涨，中国小麦扣除汇率影响，也出现上

涨态势，涨幅最低。 

不同地区小麦年度均价比较来看，中国依然最高 372 美元/吨，高于北美高蛋白小麦 277

美元/吨，美国白软麦价格最低，为 215 美元/吨。2018 年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商品价格回

升；同时澳洲、美国小麦产量大幅下滑带来全球小麦价格反弹。 

图4 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小麦年度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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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粮食市场专题研究报告》简介： 

《中国粮食市场研究周报》为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的核心报告之一，公司创办时

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定期报告，也是中国大陆市场第一份定期详细跟踪研究中国各类粮食

品种及全部粮食的供需状况的报告，报告同时高度关注产品市场价格、行业发展状况、

大型企业的经营状况。 

报告详细跟踪、分析中国国内及各省（市）小麦、玉米、水稻、大麦、大豆、薯类

等粮食品种的生产和消费情况，对主要地区的粮食及制品的价格进行持续跟踪，通过粮

食产量、消费结构、价格的跟踪全面分析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变化，预测中国的粮食

的生产与供求平衡。 

在跟踪和研究国内粮食生产和供求平衡的过程，对全球主要粮食品种及全球主要地

区的生产、消费和价格进行监测和预测。通过国内国外粮食的供求、价格等因素的监测

和跟踪全面把握中国及全球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全面的把握，便利企业粮食生产、加工、

流通企业的对市场的全面的把握，以便赢得市场先机，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占得先机，

取得经营利润的最大化。 

在对粮食市场的全面研究和跟踪的基础上，报告也对农粮食品产业经济的运行状况

进行全面的监测分析也预测，把该产业国民经济的各部门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把握行

业发展的先机，确保企业集团的战略方向合理性，实现企业集团的持续不断的成长，推

动企业迅速成为中国及世界经济的中重要成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粮食、棉花、石油、金属及矿石等大宗商品具有明显

的金融产品的属性，价格的变化趋势还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显著影响，报告不仅关注粮食

产业和粮食市场，同时也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在报告的得到体现，便利报告使用者的对市

场和产业的环境进项全面的把握。 

报告全按照周度向客户提供，每期报告包括短信息、热点分析、天气农情、粮食收

购与交易、（货币、粮食和运输）的价格行情。热点分析的研究内容以月度为周期顺次

研究粮食的 1）国内生产、全球生产消费价格预测；2）国内主要品种的加工消费和供求

平衡年度价格预测；3）国内全部粮食的消费、主要加工品的消费和供求平衡情况价格

走势的预测；4）种植、加工、流通部门的产业的运行情况。 

本报告不仅为行业大型企业及集团企业和跨国集团提供市场决策参考，同时也为国

内外知名媒体提供新闻报道的方向指导，更重要的成为中央及地方的农业、粮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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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主管部门政策决策提参考依据，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谷物理事会及世界银

行的粮食行业的重要数据来源。 

战略支持单位：农业部、商务部、国家粮食局、中国海关、国家统计局本报告的重

要数据的来源。同时报告也会及时返还相关单位，作为中央决策的参考信息源。 

战略合作媒体：国内媒体新华通讯社、经济参考报、国际金融报、参考消息、环球

时报、央视经济频道、商务部新农村商报、北京商报、南方周末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将该报告作为为长期的重要国内农业食品行业报道重要信息来源。同时，报告也是国际

媒体路透社、彭博社、道琼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国际知名媒体关于中国农业、

农村经济、食品产业报道的重要信息来源。 

战略合作工商机构：国内企业不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粮、中储粮、中纺油脂、重

庆粮食集团、吉林粮食集团、联想集团、方正集团为报告的长期战略合作；而且有民营

企业集团新希望-六和、海大集团和正邦集团、雏鹰食品、双汇集团等饲料农牧企业集

团，粮食企业有：明穗粮油集团、福建建发集团、福加德集团、五得利面粉集团、山东

发达集团、山东鲁王面粉集团、河南莲花面粉、河南大程食品、安徽皖王面粉、开封天

丰集团、江南面粉为报告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金融机构中，招商银行、中信证券、平

安证券、同创伟业、中金公司、银河证券、中期期货、鲁证期货等等机构也是公司的长

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国际机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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