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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支撑平衡 上下幅度均受限制

摘 要

从我国总的供需结构来看，玉米旧作收获结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告显示，2021 年产量为 27255.2 万吨，比上年度增 4.6%，供应有所增加。

不过产不足需的状况依然延续，仍需依靠强劲的进口及替代来弥补。全

球玉米库存进入增量期，进口玉米及谷物价格优势持续存在的概率较高，

进口数量将得以有效保障，抑或更多。故而，进口玉米价格或将是国内

价格的下限。目前进口美国玉米的到港完税价仍保持在 2400 元/吨上方，

农业农村部预估进口玉米到岸税后均价为 2200-2400 元/吨。

好在进口量占总产量比重约 10%，我国玉米价格仍以国内基调为主。

具体而言，一季度刚好横跨我国玉米上量高峰时期的两个阶段：元旦前

后和春节后开春。目前上量整体进度较往年有所延迟，距离春节仅一个

月左右时间，考虑到去年节后卖粮收益较差，预计今年售粮压力在节前，

节后售粮压力较去年或将减轻。二三季度期间，粮源转移至贸易商手中，

在种植成本及天气炒作等因素作用下，市场走强预期较高。四季度来看，

产量初定，上量在即，价格预计有所回落。全年来看，市场价格有望呈

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情况，价格下限受进口玉米及替代谷物价格支撑，上

限受政策调控压制。玉米淀粉和玉米期货价格走势的高度相关，整体追

随玉米期货价格波动，在开机率和库存变化的影响下，相对强弱或有细

微差异。

风险因素：宏观因素、非瘟疫情、天气、国家政策（包括贸易、补

贴、调控等）。

http://www.rd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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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玉米类市场行情回顾

1、2021 年玉米市场行情回顾

2021年玉米走势整体呈现先跌后涨，其中上半年4月到5月上旬出现短暂的反弹拉升，

细分来看。

1月-3 月底，年前随着下游企业基本完成备库，加上玉米进口量的不断加大，供应方

面有所改善，贸易商年底也有资金回笼的需求，期价逐渐开始回落，年后东北地区随着天

气转暖，潮粮霉变风险上升，玉米存储难度加大，推动农户及贸易商积极售粮，上量增加，

供应较为充足，促使价格继续下跌。

4月-5 月中旬，基层农户余粮见底，贸易商收购价格较高，低价出货意愿不强，可流

通粮源阶段性趋紧。另外，全球谷物供应收紧忧虑持续升温，美国玉米大幅上涨，亦给国

内玉米价格提供外溢支撑，期价表现出低位反弹，不过，高位仍低于年初的 2914 元/吨。

5月中下旬-9 月底，国家多次释放大宗商品价格调控信息，要求做好包括玉米在内的

大宗商品价格异动的应对措施，且随着美国天气影响缓解，市场预期偏紧格局有所缓解，

美玉米顺势回落，叠加国内小麦陆续上市及进口谷物大量到港，市场焦点转向新麦，替代

效应逐步增加，供应偏松预期较强，玉米价格持续走低。

四季度，新作逐步上市，极端天气连续干扰，东北产区持续遭遇异常雨雪天气，华北

产区也面临连续降水天气，农户收割进度及物流购销均受到影响。此外，煤炭价格上涨后，

烘干成本提高，运费上涨。同时，深加工利润转好以及小麦价格的快速上涨。诸多因素共

同驱动下，玉米价格不断走强。

玉米指数日 K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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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玉米淀粉市场行情回顾

淀粉受原料玉米价格影响较大，原料成本基本占定价的 90%。因此，玉米淀粉的价格

走势以玉米为重心，随原料玉米波动而波动。故而，2021 年淀粉整体呈现高位震荡回落后

再度上涨，具体来看：

一季度，原料价格高企，企业挺价意愿较强，整体表现强于玉米，呈现高位震荡格局。

二、三季度，淀粉价格上涨后市场接受度不高，整体购销较为清淡，市场走货一般，

企业库存压力较大，盘面整体跟随玉米下跌。

四季度，随着玉米价格不断上涨，淀粉重心亦逐步抬升，不过，在库存压力下，整体

走势弱于玉米。

玉米淀粉指数日 K 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二、2022 年行情分析

1、全球玉米库存进入增量期

2021 年 12 月美国农业部（USDA）2021 年最后一份月度供需报告落定。从公布数据来

看，自 2016 年以来，玉米库存消费比处于逐年递减的状态，全球玉米供需也由宽松逐步转

入紧缩。不过，减幅却也在逐步减小。USDA 最近 12 月供需报告显示，由于乌克兰和欧盟

玉米产量预期值上调，2021/22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提高至 12.087 亿吨，高于 11 月份预测

值 12.046 亿吨。2021/22 年度全球玉米期末库存预计为 3.0554 亿吨，高于 11 月份预测的

3.0442 亿吨，供需情况较上月预估略有改善。另外，从 USDA 每月的预估数据中不难发现，

全球玉米库存消费比已从今年 8 月预估最低值 24.08%，回升至目前的 25.55%。表明目前全

球玉米将处于库存重建的增量期。这主要也得益于玉米价格高企，种植性价比较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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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下，各主要玉米种植国种植面积均有所增加，产量增量高于消费增量所致。

数据来源：USDA 瑞达研究院

2、我国玉米供需情况

我国玉米旧作收获结束，丰产已成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21 年，玉米播种面

积 43324.1 千公顷，比上年度增 5.0%；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 6291.0 公斤，比上年度减 0.4%，

产量 27255.2 万吨，比上年度增 4.6%。农业农村部 2021/22 年度玉米预测数据依此进行调

整，播种面积比上月预测值调高 654 千公顷，单位面积产量比上月预测值每公顷调低 59

公斤，总产比上月预测值调高 159 万吨，年度结余变化调增至 183 万吨。其他供需预测数

据与上月保持一致。从农业农村部每月公布的玉米供需平衡表对比来看，年终结余变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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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由负转正，显示我国玉米市场偏紧预期可以通过进口玉米及其他替代谷物增量得以补

充。对我国来说，进口玉米价格优势还是较为明显，这样，进口玉米价格将是我国玉米市

场价格的最下限，目前进口美国玉米的到港完税价仍保持在 2400 元/吨上方，农业农村部

预估进口玉米到岸完税均价为 2200-2400 元/吨。这也奠定了新年度玉米价格仍将处于较高

水平，对于农户新季播种也有良好的支撑。在正常生长状态下，新季产量预计较旧作持平

或略有增幅。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3、售粮节奏主导价格

从过往年份看，玉米上量高峰基本有两个阶段：元旦前后和春节后开春。截止目前来

看，今年整体上市进度延迟明显，根据 Mysteel 玉米团队对全国 7 个省份，59 个地市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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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6 日，全国玉米主要产区售粮进度为 28%，较上周增加 3%，较

去年同期偏慢 11%。距离春节仅一个月左右时间，考虑到去年节后卖粮收益较差，预计今

年售粮压力在节前，节后售粮压力较去年或将减轻。不过在 2021 年玉米种植中，地租增幅

35-50%，化肥上涨 30%，叠加人工及运输等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种植成本大幅上升

的情况下，成本支撑逻辑较强，整体价格表现将高于往年同期。

数据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4、进口玉米及替代谷物仍将保持高位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 11 月的粮食进口数据来看，11 月我国进口粮食 1298.6 万吨，同

比上月增 34.10%；1-11 月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为 1.51 亿吨，首次突破 1.5 亿吨，占我国粮

食产量的 20%左右。分类别来看，进口量最大的是大豆，进口量为 8765.3 万吨，其次是大

麦、玉米和高粱。主要是玉米持续攀升至高位后，饲料对替代谷物需求较大，所以对于高

粱、玉米、大麦等饲料谷物的进口也会相应增加。从今年进口量上看，依据 10 月份进口数

据统计显示，除去大豆进口后，剩余玉米进口和替代谷物方面供应产能大致在 5500 万吨以

上，其中玉米增量最为明显，同比增幅 236%，对国内玉米产量形成一定的补充。

11 月粮食进口总量（万吨）

10 月农产品进口数量（万吨）



7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从主要进口国来看，今年玉米进口增量主要在美国，同比进口增幅达 647.9%，主要因

我国玉米出现产需缺口的情况下，美玉米种植机械化程度及产量较高，价格相较于我国来

说优势较为明显，同时，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美玉米进口窗口打开，使得美玉米与国内

玉米价格紧密相关。依据我国目前对外开放的程度及市场导向，2022 年玉米能否依然保持

强劲的进口数量，取决于进口利润的变化。截止 12 月 17 日，据中国粮油商务网对进口利

润预估数据可知，我国玉米价格仍高于世界主要玉米主产国，故而，在正常情况下，我国

玉米进口量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并存在继续增加的可能。长期来看，我国玉米价格或将与

美玉米价格联系更为紧密，后期还应持续关注美玉米价格的变化对我国进口玉米市场带来

的影响。

对于其他进口谷物而言，主要用途是用作玉米饲料的替代品，故而，还是跟随玉米供

需情况及进口量来做相应的调整。从上文农业农村部的预估数据可知，2021/22 市场年度

的玉米进口量将保持在 2000 万吨的高位，说明国内的玉米产不足需现象仍存，其他替代谷

物的进口量也将保持强劲。

玉米主要进口国进口数量

玉米主产国进口利润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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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进口完税成本取上一交易日的国际 FOB 报价的到港进口完税价。

2.玉米现货以普通玉米均价和广州港进口玉米价格对应。

3.各品种期货盘面价格根据船期取当日相应主力合约收盘价。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5、进口玉米拍卖成交情况逐步好转

2020 年临储玉米几乎全部出清，2021 年开始，进口玉米拍卖来弥补新粮售完后的“青

黄不接”时期。自今年 6 月 11 日起，截至目前（12 月 17 日），累计计划拍卖 558.1 万吨，

累计成交 218.7 万吨，成交率为 39.2%。进口玉米拍卖相较于去年的临储玉米拍卖，成交

清淡的多，主要原因依旧在于下游用粮企业基本选用替代谷物作为原料，进口玉米的吸引

力相对不高。不过，随着临储小麦停拍，以及其他替代谷物逐步消耗，市场重心逐步向进

口玉米转移，11 月以来成交率明显有所好转，这也从侧面说明玉米饲用需求保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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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储粮 瑞达研究院

6、玉米饲用反替代料重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玉米小麦价格倒挂，大量小麦进入饲用领域，拉动麦市购销火爆，

支撑麦价逐步走高。而随着小麦、稻谷去库存力度加大，进口玉米及高粱、大麦等替代品

供应充足，玉米价格逐步回落。由于玉米价格持续下跌，而四季度制粉加工需求走强、开

机率提升，在小麦政策库存大幅去化背景下，小麦价格重心持续偏强运行，目前小麦价格

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导致玉米、小麦价差已处于顺差模式。据 wind 数据显示，截止 2021

年 12月 17日，全国小麦现货平均价格为2857.22元/吨，全国玉米现货平均价格为2757.06

元/吨，小麦价格明显高于玉米，小麦的饲料替代效应基本消散，饲料配方中原本由小麦替

代的部分将逐步转回至玉米，玉米的饲用比例将逐步增加，潜在需求增加，给 2022 年的玉

米市场以利好提振。

当然，小麦价格高位的持续性将是反替代重启的关键，“双峰拉尼娜”的出现增大了

明年小麦价格炒作预期。当 NINO 指数连续三个月低于-0.5 时，预示拉尼娜事件发生，目

前拉尼娜已经在发展过程之中，预计 2022 年 5 月将回归中性。拉尼娜出现将会导致在西北

太平洋生成和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增多，冬季较寒冷，寒潮多发，且南方易出现冻雨、风

雪。从历史情况看，拉尼娜与我国小麦价格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主要是拉尼娜对越冬作

物产生影响。因此双峰拉尼娜发生背景下，预计小麦价格易涨难跌。反替代重启概率大大

提升。



10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数据来源：wind

7、生猪存栏面临去化，饲料需求预期同比下降

从饲料总产量方面来看，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 年 1—11 月，全国工业

饲料总产量 26817 万吨，同比增长 13.8%。其中，猪饲料产量 11740 万吨，同比增长 44.9%；

水产、反刍动物饲料产量分别为 2344 万吨、131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4.0%、11.4%；蛋

禽、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 2885 万吨、8195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9.2%、5.9%。从饲料不同

类别比重来看，占比较重的分别是：猪饲料、肉禽料和蛋禽料，今年饲料增量主要来自于

猪饲料。对于新年度来说，需求又会怎样演变，现对如下类别加以分析：

猪饲料需求方面，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国内各地不断加大生猪养殖扶持力度，我国生

猪存栏量不断提升，并恢复到 2018 年前后水平。农村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三季度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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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存栏 43764 万头，同比增长 18.2%，10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4348 万头，较往年正常

保有量多出 6%左右，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国内的生猪存栏量仍将偏高，养殖恢复甚至过剩

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自然有利于未来饲料原料的消费。不过，能繁母猪存栏正在

有序向正常保有量回调，生猪产能的逐步去化，从二季度开始饲料需求有减少预期。

蛋禽方面，据布瑞克数据显示，2021 年 10 月蛋禽存栏量为 14.64 亿只，环比-0.54%，

同比-4.69%。蛋禽存栏比例中，蛋鸡约占 75%，故这里按照蛋鸡的养殖周期进行推导，补

栏育雏鸡苗在 4个月后进入鸡蛋开产期，陆续开产 12 个月左右进入淘汰期。由于 2021 年

蛋价持续高于往年同期，养殖利润持续向好，2021 年全年蛋禽补栏量数据整体处于同期较

高水平，2022 年蛋禽料较上年度有望增加 30%。

肉禽方面，肉鸡生长具有特定周期。祖代引种量对应未来 1.5-2 年的肉鸡出栏。2022

年度的肉鸡出栏量对应 2020 年至 2021 年上半年期间的肉鸡引种情况。据布瑞克数据显示，

2020 年祖代肉鸡引种量为 75 万套，较 2019 年 140 万套大幅下滑 46.43%，预计 2022 年商

品代肉鸡出栏同比回落，肉禽料需求回落概率较大。

整体来看，猪饲料和肉禽料产量占饲料总量的 75%左右，且需求下滑的概率均较大，

故而 2022 年全年饲料需求同比下滑，玉米需求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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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布瑞克 瑞达研究院

8、深加工需求略微稳定

从历年深加工玉米消费情况可以看出，和饲用需求相比，其弹性相对较小，整体表现

为刚性需求。分企业类型看，其中玉米淀粉加工企业消费占比约 54%，玉米酒精企业消费

占比约 30%，氨基酸企业占比约 16%。2021 年玉米价格维持高位，深加工企业加工利润难

以维系，开机率持续保持较历史同期偏低水平，在度过传统消费淡季的前三季度后，受双

节备货拉动，淀粉下游需求较前期有所转好。同时，受能耗双控限电限产、海运费大幅上

涨的影响，淀粉企业开始提价，企业加工利润扭亏为盈，开机率快速恢复至正常水平，玉

米加工量随之回升。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2021 年 50 周（12 月 09 日-12 月 15 日），

全国主要 125 家玉米深加工企业（含淀粉、酒精及氨基酸企业）共消费玉米 120.3 万吨，

较前一周增加 2.3 万吨；与去年同比增加 3.3 万吨，增幅 2.86%。全年统计来看，2021 年

深加工消费量相比往年有所下滑。伴随着玉米价格总体下滑，预计 2022 年度深加工玉米

消费量较上年度将有所好转，不过从价格绝对高度而言，仍较往年同期偏高，故而需求增

幅有限，对玉米市场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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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数据来源：wind

9、企业库存持续影响心态

2021 年全年来看，据我的农产品网数据显示，淀粉开机率持续保持历年低位，然而，

库存却持续保持历年高位，表明高价对淀粉需求的抑制较为明显。常规来看，四季度是淀

粉需求旺季，受节日备货拉动，需求会相对好转，同时伴随着企业提价意愿较强，整体趋

于供需两旺格局。从今年此阶段淀粉企业情况来看，淀粉价格上涨促使企业加工利润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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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机率逐步恢复。然而库存上升速度更快，使得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表明市场对高

价的淀粉接受度仍然偏低。预计 2022 年的淀粉企业将在挺价与库存压力之间来回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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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农产品网

10、淀粉出口难有起色

据海关数据显示，2021 年 1-10 月玉米淀粉出口总量为 125837.20 吨，较上年同期累

计出口总量的 591210.29 吨，减少 465373.09 吨，同比减少 78.72%，受全球疫情影响，以

及今年国内玉米淀粉价格持续偏高，导致玉米淀粉出口出现明显下滑，处于五年以来最低

水平。对于新的一年，在玉米价格仍处于同期高位情况下，淀粉价格或将继续维持较高水

平，出口量亦难有较大变化。

数据来源：wind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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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 年玉米类行情展望

从我国总的供需结构来看，玉米旧作收获结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显示，2021 年产

量为 27255.2 万吨，比上年度增 4.6%，供应有所增加。不过产不足需的状况依然延续，仍

需依靠强劲的进口及替代来弥补。全球玉米库存进入增量期，进口玉米及谷物价格优势依

然持续存在的概率较高，进口数量将得以有效保障，抑或更多。故而，进口玉米价格或将

是国内价格的下限。目前进口美国玉米的到港完税价仍保持在 2400 元/吨上方，农业农村

部预估进口玉米到岸税后均价为 2200-2400 元/吨。

好在进口量占总产量比重约 10%，我国玉米价格仍以国内基调为主。具体而言，一季

度刚好横跨我国玉米上量高峰时期的两个阶段：元旦前后和春节后开春。目前正是我国玉

米上量高峰时期，整体进度较往年有所延迟，距离春节仅一个月左右时间，考虑到去年节

后卖粮收益较差，预计今年售粮压力或在节前，节后售粮压力较去年或将减轻。整体来看，

售粮压力下价格承压概率较大，不过种植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成本支撑逻辑较强，综

合价格表现将高于往年同期。二三季度期间，粮源转移至贸易商手中，此时也是新季玉米

种植和生长时期，在种植成本及天气炒作等因素作用下，市场走强预期较高。四季度来看，

产量初定，上量在即，价格预计有所回落。全年来看，市场价格有望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

情况，价格下限受进口玉米及替代谷物价格支撑，上限受政策调控限制。玉米淀粉和玉米

期货价格走势呈较强相关性，整体追随玉米期货价格波动。在开机率和库存变化的影响下，

相对强弱或有细微差异。

风险因素：宏观因素、非瘟疫情、天气、国家政策（包括贸易、补贴、调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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