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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美国农业部 2019 年 2 月月度供需报告，指出全球玉米产量、

库存量下降。美国、阿根廷、中国玉米期末库存上调。全球玉米库存

3.098 亿吨，上调 100 万吨。USDA 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2 月，18/19

年全球玉米期末库存消费比月度预估为 27.4%，较 2018 年 12 月数据

上升 0.10%。

2、2 月伊始，东北深加工企业继续下调玉米收购价，南方港口玉

米到港量较大，南方销区玉米降幅明显。中美贸易磋商持续向好，非

洲猪瘟持续，生猪存栏量迅猛下降，利空 2019 年玉米消费，市场传言

将开放玉米进口配额以及扩大替代品进口，对玉米价格影响偏空。

3、趋势上判断，玉米仍处于大周期的下降趋势，1800 点附近可

能有反复，但趋势上仍看低至 1700 点，维持期货空头思路。

4、周度级别，2月 1日，2月 11 日，1870 短空玉米 1905 继续持

有。玉米持续“凉凉”，空单持有新低可期。1820 短空玉米 1905 短

空继续持有。推荐指数：【4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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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一）2019 年 1、2 月玉米期价两连跌

图1：玉米主力连续合约月K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中期研究院

图2：淀粉主力连续合约月K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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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玉米 1905 下跌 0.32%，春节前农户售粮有所增加，叠加非洲猪瘟疫情持续发生，生猪存栏

及能繁母猪存栏继续下降且下降速度加快。

2月春节后，玉米期货开门黑。2月玉米 1905 下跌 3.17%（截止 2月 28 日上午 10:12 数据），

玉米 1905，2 月 11 日便开启从 1875 到 1780 的快速下行，下跌势头如此凶猛无敌，且一日两落、三

落却成了家常便饭。2月第 4周深加工厂普遍下调 30-70 元/吨，部分厂家周末期间甚至一天三落，

东北锦州港也呈现连续下滑的局面，较上周初跌 1.7%。更有甚者，中粮贸的报价甚至低到 1710 元/

吨，市场悲观氛围浓厚。春节过后东北升温较快，玉米储存难度加大，农户售粮进度加快，进一步

施压玉米价格。

图3：大连地区玉米基差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4：大连地区玉米基差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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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玉米期货、现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6：进口玉米完税价格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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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进口玉米利润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8：玉米淀粉现货、期货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中美经贸磋商曙光渐浓，施压玉米期价

在日前于华盛顿结束的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团队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取得实质

性进展，为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宣布，将推

迟 3月 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这是中美经过七轮艰巨经贸磋商之后有望达成互利共赢

协议的明确信号，这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向世界发出的妥善解决经贸摩擦的积极信号。

过去一个月内，中美进行了三次高级别经贸磋商，无论是罕见的磋商频率，还是不断扩大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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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范围，都充分证明了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共识、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对磋商的重要引领作用。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理性客观看待中美经贸磋商的进程和结果，而

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才能赢得未来的全局。

对于玉米品种而言，中美经贸磋商曙光渐浓，市场传言将开放玉米进口配额以及扩大替代品进口，

都施压玉米期价。

（三）全球玉米供给增加，消费持平，供给缺口减小

图9：全球玉米供需缺口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根据 USDA2019 年 02 月份月度报告预计：全球玉米预测年度供需缺口为-31.03 百万吨，上月预

估为-31.4 百万吨。从季节性来看玉米供需缺口较近 5年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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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全球玉米供需缺口（月度调整）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1：全球玉米供需缺口（月度调整）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019年 2月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预计，预计18/19年全球粗粮产量下调150万吨至13.72.1

亿吨。除了美国之外的粗粮产量和消费量均上调，贸易量下调。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玉米产

量上调，其中包括阿根廷、中国和乌克兰，减少的国家有南非和墨西哥。阿根廷玉米产量上调，主

要由于预期播种面积和单产上调，在过去的两个月充沛的降雨和适宜的温度提振单产。中国和乌克

兰上调产量主要根据最新的政府统计数据。南非下调产量主要由于 1月天气炎热干燥，尤其是西部

地区单产下调。

18/19 年全球主要贸易变化包括阿根廷和乌克兰玉米出口量上调，抵消南非和墨西哥出口量下

调。18/19 年智利进口量上调，委瑞内拉进口量下调。中国大麦进口量下调，阿根廷大麦出口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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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玉米期末库存上调，主要是阿根廷和中国。全球玉米库存 3.098 亿

吨，上调 100 万吨。

预计 18/19 年美国玉米进口量、产量、食用量、种用量、工业用量、饲用量、库存量均下调。

玉米产量预计 144.2 亿蒲式耳，下调 2.06 亿蒲式耳，主要由于单产下调到 176.4 蒲式耳/英亩。收

割面积小幅下调。

（四）中国玉米进口量增加，饲料需求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8/19 年度，中国玉米产量 2.57 亿吨，比上年度减少 174 万吨。近

几年，玉米种植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尽管 2018 年大部分主产区遭受春季

低温、夏秋季高温干旱等天气，但玉米单产仅比上年度略有降低，属于历史次高水平，产量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播种面积比上年度减少。玉米消费量 2.85 亿吨，与上月预测值保持一致。受国家临储库

存支撑，本年度国内玉米市场供需平衡偏宽松。目前新玉米价格高于上年同期，但由于农户手中余

粮高于往年同期。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 年 1 月玉米进口 79.31 万吨，2019 年 1 月末数据同比 2018 年同期上

涨 40.31 万吨即 103.35%，2019 年 1 月末数据环比 2018 年 12 月同期上涨 36.31 万吨即 96.45%。从

季节性来看，玉米进口量有所放大。从季节性来看，当前玉米进口量位于历史较高水平。

图12：中国玉米进口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截止 2018 年 12 月，中国饲料产量累计同比为 3.4%，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2018 年中低水平

的饲料产量，叠加非洲猪瘟持续存在，对于玉米下游消费利空显著，进一步拖累中期、远期玉米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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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中国饲料产量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4：大商所玉米仓单居于高位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截止 2019 年 02 月 28 日，交易所玉米期货注册仓单 30,731 张，2019 年 2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

同期下跌 345 张即-1.11%，2019 年 2 月末数据环比 2019 年 1 月同期下跌 2959 张即-8.71%。从季节

性来看，玉米注册仓单位于历史较高水平。

截止 2019 年 02 月 25 日当周，玉米港口库存 465 万吨，2019 年 2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同期上涨

87.6 万吨即 23.21%，2019 年 2 月末数据环比 2019 年 1 月同期上涨 81.2 万吨即 21.15%。从季节性

来看，港口库存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USDA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度全球玉米期末库存预估为309.78百万吨，同比减少31.03百万吨。

美国期末库存预估为 44.08 百万吨，同比减少 10.29 百万吨。中国期末库存预估为 207.81 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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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少 14.72 百万吨。巴西期末库存预估为 8.02 百万吨，同比。阿根廷期末库存预估为 7.08 百

万吨，同比增加 3.2 百万吨。国别库存消费比方面：全球为 27.00%，美国为 14.00%，中国为 75.00%，

阿根廷为 51.00%。巴西为 12.00%。

图15：玉米港口库存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6：玉米港口库存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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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全球、中国玉米库存消费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五）3-4 月是秋粮旺季收购时段

2019 年 4 月底，2018 年秋粮旺季收购结束，在秋粮旺季收购时段，临储玉米拍卖应该不会重启，

这有利于主产区农民卖粮。临储玉米重启的时间预计暂定于 5月之后。

（六）玉米深加工终端产品价格分化

深加工企业行业开机率环比略有回升，补库进度同比偏慢。据天下粮仓对山东、河南、河北、

吉林、黑龙江等地区的 42 家玉米酒精企业进行抽样调查，估算行业开工率约 54.93%，周环比略有

回升，但同比下降。对国内 82 家淀粉企业进行抽样调查估算，淀粉行业开机率为 69.18%，较上周

60.35%回升 8.83 个百分点。

玉米淀粉价格跟随玉米价格下跌而下跌，淀粉糖价格处于近五年高位，酒精价格低位运行。味

精价格坚挺，柠檬酸价格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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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玉米酒精出厂价-吉林松原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9：玉米淀粉糖出厂价-吉林长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七）非洲猪瘟疫情长期存在，生猪去产能，拖累饲料消费

2 月下旬，郑州举办了非洲猪瘟防控国际交流会议，了解到近期非瘟疫情在加速恶化，行业和

企业都面临巨大危机。

目前各区域的非瘟疫情严重程度相差较大，除了东北、鲁南、苏北、安徽、豫西北形势严峻外，

冀北正在快速扩散，用洗劫一空来形容毫不为过，很多屠宰场反馈已无猪可宰。最近山东、云南、

广西爆出疫情，南方各省的防控形势日益严峻，大家普遍反映春节过后疫情传播加速，预计南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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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也会和北方一样快速蔓延，生猪产能去化的速度和幅度仍将继续扩大。拖累饲料消费，进一步利

空玉米价格。

从生猪养殖企业的年报中，我们也可以得出非洲猪瘟的凶猛，持续时间周期长，对于养殖利润

长期偏空的影响。

2 月 26 日以来，多家涉及生猪养殖的上市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报告。记者梳理发现，各公司

去年利润普遍下滑，其中牧原股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 78.01%，雏鹰农牧此项指标更

是同比下降 6828.95%。公布业绩的牧原股份、雏鹰农牧、天康生物、大北农等公司均提到非洲猪瘟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图20：2019年1月至今，生猪存栏迅猛下降

资料来源：wind

图21：2019年1月至今，生猪存栏变化率，同比环比迅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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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八）养殖利润分化

从养殖利润来看，蛋鸡养殖利润 1、2月快速下跌，并仍有进一步下跌动能；毛鸡养殖利润 1、

2月快速回落，并仍有进一步下跌动能；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居于低位，2月小幅反弹，并仍有进

一步下跌动能。

禽蛋类处于中性景气周期，但生猪类处于偏差景气周期。

图22：蛋鸡养殖利润1、2月快速下跌，并仍有进一步下跌动能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3：毛鸡养殖利润1、2月快速回落，并仍有进一步下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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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4：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居于低位，2月小幅反弹，并仍有进一步下跌动能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操作建议

图25：淀粉1905-玉米1905价差，1、2月份先跌后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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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淀粉1909-玉米1909价差，1、2月份从546高位快速下跌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美国农业部 2019 年 2 月月度供需报告，指出全球玉米产量、库存量下降。美国、阿根廷、中国

玉米期末库存上调。全球玉米库存 3.098 亿吨，上调 100 万吨。USDA 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2 月，

18/19 年全球玉米期末库存消费比月度预估为 27.4%，较 2018 年 12 月数据上升 0.10%。

2 月伊始，东北深加工企业继续下调玉米收购价，南方港口玉米到港量较大，南方销区玉米降

幅明显。中美贸易磋商持续向好，非洲猪瘟持续，生猪存栏量迅猛下降，利空 2019 年玉米消费，市

场传言将开放玉米进口配额以及扩大替代品进口，对玉米价格影响偏空。

趋势上判断，玉米仍处于大周期的下降趋势，1800 点附近可能有反复，但趋势上仍看低至 1700

点，维持期货空头思路。

周度级别，2月 1日，2月 11 日，1870 短空玉米 1905 继续持有。玉米持续“凉凉”，空单持

有新低可期。1820 短空玉米 1905 短空继续持有。推荐指数：【4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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