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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玉米价格经历 5 年下滑,2017 年触底反弹，2017 年小幅反弹，2018 年反弹受

到贸易战的遏制，世界玉米生产受到严重的抑制；另一方，较低价格使得消费受到激励，

全球玉米产需缺口使得世界玉米的安全系数出现下滑，决定后期的价格必然出现反弹。 

国内市场，农村少量土地养老的基本制度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产量发展，对比

2000 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玉米生产发展情况，中国发展严重落后了，尤其最近十年，中

国玉米生产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如果继续发展中国玉米

的生产会进一步下滑。农村制度改革，消除户籍制度对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限制；大幅农

村地区养老发放金额，实现完全的真正意义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和教育体系，推动农村劳

动力自由流入和流出，实现农村地区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幅提升，从而根本上消除城乡收

入差距，让更多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发展生产和经营，才能真正实现的农业生产力的水

平提升。 

通过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大力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我们玉米平均单产水平

到实现先进水平，我们的农村和农业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充裕的资源支撑和发展的空间，

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从产业角度来看，玉米价格和玉米产业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的农户土地经营收入，

也会影响上游种子、农资经营企业的经营利润，也会我国生态环境变迁，也对宏观经济

产生明显的影响，尤其对农业主产区经济产生明显影响。从玉米消费来看，玉米不仅是

最重要饲料粮、部分居民口粮或者辅助食品，更是重要工业用粮、食品工业原料、生物

化工原料。因此，玉米不仅是重要粮食作物更是产量最大经济作物。玉米行情和玉米产

业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上游主体，同时影响下游粮食贸易、饲料、畜牧和居民畜产品的

消费，也会对下游众多规模庞大的生化企业、食品企业产生，甚至会影响一些产业集聚

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 

从全球来看，玉米为最大谷物粮食作物，产量为占到全球产量 40.0%以上；中国作

为全球玉米市场最主要市场主体，国际贸易中的大国效应影响明显，国内政策不仅影响

国内市场，也对国际市场产生明显影响。当前我国农业产发展状况和农业支持政策不适

应当前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加速国家农业产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切实

有效的落实社会保证的城乡一体化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决定农业产业未来，

更是决定玉米产的未来。 

关注中国玉米市场行情发展，行业政策走势，是国内、国际市场的主体求得发展的

关键。《2018 年中国玉米市场分析回顾及 2019-2030 年生产展望》对过去一年市场和

行业政策进行全面回顾，对影响市场各项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对企业经营决策有重要的

影响，国家政策决策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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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中国饲料大宗原料月度消费走势，2008-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48 国产和进口大豆的年度价格走势对比，2011-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49 豆粕年度价格及年度变化，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0 中国大豆/玉米及豆粕/玉米的年度价格走势,2011-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4 肉类禽蛋奶水产年度生产量及蛋白料原粮供应量比价，2007-2018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1 中国豆粕、大豆与玉米月度价格比走势对比，2012.12-2018.12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2 中国生猪/豆粕月度价格走势，2012.4-2018.12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3 中国动物性食品年度产量及年度增长率，1997-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4 中国动物食品年度产量构成，1996-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5 中国肉禽蛋奶年度产量及年度产量增长率，1997-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6 中国动物食品年度构成变化对比，2008/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7 中国水产年度捕捞量与养殖量及年度增长率，1996-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8 中国饲料年度总需求量,1996-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5 国内粮油加工副产品年度供应量，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6 国内主要粮食作物的年度饲料消费供应量,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9 国内非玉米饲料原粮年度消费供应量对比，2006-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0 中国能量饲料年度进口走势，2010-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7 中国主要能量饲料粮年度进口量，2010-2018 年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1 国内非玉米饲料原料的消费及供应情况，2006-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2 考虑主要原料进口后非玉米原料年度总体供应量及供需比的走势,2006-2018错误！未

定义书签。 

表 8 中国非玉米饲料原料年度供应情况,2010-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3 全社会及规模饲料企业玉米年度消费量,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9 中国年度饲料及大类消费构成，2010-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4 协会统计企业深加工产品玉米淀粉月度分类消费量,201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5 协会统计企业年度玉米淀粉消费量分布变化对比，2018/2014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6 淀粉月度加工利润和利润率，2009-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7 淀粉加工不同原料的月度利润率对比，201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8 国产玉米价格核算淀粉加工年度利润,2009-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69 进口玉米价格核算淀粉加工年度利润,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0 玉米淀粉年度产量及玉米消耗量，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1 酒精、白酒年度产量及玉米消耗量,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2 国产玉米市场价格核算的酒精加工利润,2010-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3 进口玉米价格核算的年度加工利润,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4 不同来源玉米加工酒精的月度利润核算,201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6 国内玉米深加工年度消费量及年度消费的增长率,2005-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7 2018/2013 年重点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销售结构对比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8 全国重点批发市场的口粮及食物总销售量情况,2011-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9 全国重点批发市场的玉米的销售量及占比情况,2011-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0 中国国内玉米年度总消费及年度增长率，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1 国内玉米年度分类消费及总消费，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72 中国玉米不同年度消费构成对比，2008/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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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中国玉米人均产量和消费量的对比，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4 中国玉米主要类别人均消费情况，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5 中国玉米的自然年的进出口，200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0 中国玉米分国别年度进口量，2008-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6 中国玉米月度消费构成,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7 中国玉米月末库存与月度安全系数,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88 中国玉米自然年度消费量、年末库存及库存/消费比走势，2004-2018错误！未定义书

签。 

图 89 玉米主产区玉米收购情况，2008-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0 中国玉米月度库存构成，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1 中国玉米的年度库存构成，2018.12...............................................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2 农户玉米库存及玉米月度销售进度，2011-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3 中国玉米年度面积和产量,1991/92-2019/20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1 中国玉米的分季节玉米生产，2007/08-2018/19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2 中国玉米分省生产情况，2016/17-2018/19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3 中国春玉米分省生产情况，2016/17-2018/19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4 中国夏玉米分省生产情况，2016/17-2018/19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4 中国玉米作物年度消费构成，1991/92 ~ 2019/20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5 中国玉米年末库存量及安全系数，1991/92 ~ 2017/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6 中国玉米作物年度安全系数与作物年度的价格走势，1999/00-2020/21 错误！未定义

书签。 

表 15 中国玉米生产与供需平衡表 2014/15-2018/19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7 全球玉米的播种面积产量,2000/01-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8 世界主要地区的单产比较，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99 中国、全球、欧美单产走势对比，2000-2019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6 全球主要国家的玉米生产,2017/18-2019/20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0 世界玉米/谷物、原油、原糖月度价格比走势，201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1 全球玉米的作物年度的消费构成，2003/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2 玉米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占全球的比重,2003/0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3 饲料、工业和口粮消费占全部谷物的比重,2003/0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4 世界玉米人均年度消费量及构成，2003/0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5 全球玉米的作物年度产量、消费及期末库存,2003/0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6 全球玉米的作物期末库存和安全系数,2003/0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7 全球玉米的安全系数与作物年度的价格指数,2003/04-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7 全球玉米的生产与供需平衡表, 2015/16-2020/21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08 国内玉米主产区年度玉米收购量及国有企业年度收购量，2007-2017 错误！未定义书

签。 

图 109 中国临时存储玉米拍卖成家数量与成交率，2008-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10 国储拍卖年度成交价格与年度市场价格走势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11 美元综合指数的年度均值及年度变化,1974-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12 美元综合指数及人民币对美汇率的年度均值，2006-2016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13 美元综合指数及人民币对美汇率的月度均值,201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14 中国玉米现货美元价格、CBO 期货及美元综合指数倒数年度变化对比,2002-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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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中国玉米现货美元价格与美元指数比较，2001-201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116 CBOT 玉米期货年度价格与美元指数倒数年度值比较,2001-2018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8 中国玉米分省生产预测及远期展望，2019-2030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19 全球主要国家的玉米生产预测及展望,2019-2030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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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米行情分析与回顾 

1.1 玉米行情回顾 

1.1.1 国内玉米行情回顾 

2016 年，中国玉米价格回归市场化带来内外价格接轨，中国玉米价格跌幅居各类

谷物品种价格跌幅之首，全年均价为 1851 元/吨，同比下降 19.96%，为 2000 以来国

内主要粮食品种年度最大跌幅。 

2017 年，玉米年度价格继续下行，降到金融危机以来次低水平，为 1675 元/吨，

仅仅略高于 2009 年 1654 元/吨的水平，高出 1.25%；较 2014 年历史高位水平下降

31.58%。 

2015-2017 年中国玉米价格经历 2000 年来历时最长时间的价格下行，价格下滑对

生产产生压制。 

2018 年中国玉米价格如期出现反弹，全年价格 1846 元/吨，较上年的名义价格上

涨的 10.23%，较历史最高水平下降 24.58%。 

鉴于最近几年工业品价格、道路运输成本、农资价格上涨导致粮食生产和流通成本

的大幅上涨，当前价格依然处于恢复性上涨，后期仍有回升空间。 

图1 中国玉米年度价格，2000-2018年 

 

数据来源：BOABC《中国粮食行业研究周度报告》 

扣除货币价值变化因素，2007-2015 年持续上涨，平均涨幅为 10.14%；实际价格

上涨明显推动玉米生产提升。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价格下降，扣除货币因素实际

降幅分别为 25.73%和 11.23%。连续两年实际价格下滑对国内玉米生产产生明显的负

面影响，使得玉米供求关系发生明显转变，带来 2018 年实际价格上涨，年度实际涨幅

为 9.44%。 

伴随微观供求和国内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影响，2018 年开启农产品价格回升周期，

未来 2-3 年玉米及其他农作物价格将保持上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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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玉米市场化改革，完善国内农产品价格体系，需要更多配套制度改革。 

制度的核心在于：城乡居民一体化的社会化养老保证必须得到尽快落实，让农村地

区老年农民享有同城镇居民、国有企业、行政事业机关退休居民享有基本同等的水平养

老金，给予农民完整的公民权利，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一体化，否则中国将会滑入中等

发展陷阱无法解脱。 

经济基础方面：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序推动农村地区的经营资产增长，

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劳动的转移，确保城乡劳动者、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劳动者人

均经营资产占有量的差距逐步缩小，从跟本上消除城乡、地区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

距过度扩大，消除中等发展陷阱形成的制度及经济基础根源，从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健

康发展。 

（注：城市地价、房价、油价、运价的刚性上涨是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存在严重问题，这是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改变的价格形成机制，根本原因政府宏观税负过于繁重，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国有企

业的低效导致全社会的运行成本极高，最终必须大量中小企业承担，导致中小企的负担沉重，危害当前的

经济的健康发展。） 

图2 扣除货币价值因素实际环比与同比年均值，2007-2018 

 

来源：BOABC《中国粮食行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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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粮食行业报告简介： 

《中国粮食行业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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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全部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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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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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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期出版专题与年报: 

1、《2018年中国及全球小麦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年展望》      2019年 1月 16

日已完成 

定价：中文 12000 元，英文 16000 

2、《2018 年中国及全球玉米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 年展望》      2019 年 2 月 4

日 

定价：中文 20000 元，英文 25000 

3、《2018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回顾及 2019 年展望与政策建议》       2019 年 2 月 8

日 

定价：中文 15000 元 

4、《中国周口-阜阳-亳州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建议》               2019年 2月

8日 

定价：中文 15000 元 

5、《2018 年中国及全球稻米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 年展望》       2019 年 2 月

16日 

定价：中文 12000 元，英文 16000 

6、《2018 年中国及全球大麦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 年展望》       2019 年 2 月

28日完成 

定价：中文 12000 元，英文 16000 

7、《2018 年中国及全球高粱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 年展望》       2019 年 3 月

10日完成 

定价：中文 12000 元，英文 16000 

8、《2018 年中国及全球大豆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 年展望》       2019 年 3 月

3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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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中文 12000 元，英文 16000 

9、《2018 年中国及全球粮食市场年度回顾及 2019-2030 年展望》       2019 年 3 月

30日完成 

定价：：中文 12000元，英文 16000 

10、《2018 年中国及全球小麦及其加工品产业专项研究报告》          2019 年 4 月

16日完成 

定价：中文 40000 元，英文 60000 

11、《2018年中国及全球玉米玉米产业专项研究报告》                 2019 年 5月

1日完成 

定价：中文 40000 元，英文 60000 

12、《2019年 1-3月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回顾及后期年展望与政策建议》       2019年

5月 3日 

定价：中文 5000 元 

13、《2018年中国及全球稻米产业专项研究报告》                   2019年 5月 16

日完成 

定价：：中文 40000元，英文 60000 

14、《2018 年中国及全球大麦与啤酒产业专题研究报告》              2019 年 5 月

28日完成 

定价：中文 40000 元，英文 60000 

15、《2018年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报告》                         2019 年 6 月

3日完成 

定价：中文 5000 元 

16、《全球农业食品产业跨国公司研究及中国企业发展借鉴》          2019年 6月 16

日完成 

定价：中文 40000元 

订阅：chen.wang@boabc.com  

电话：010-64402118-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