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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美国农业部 2019 年 3 月月度供需报告，18/19 年全球粗粮产

量预计下调至 13.719 亿公吨。18/19 年全球本月贸易主要变化包括:

阿根廷和乌克兰的玉米出口预计上调，但美国的玉米出口量预计下调。

18/19 年中国粗粮进口减少，反映在高粱和大麦进口量预期下调。随

着高粱和大麦进口量的下降，中国的玉米饲用量和剩余使用量有所增

加。欧盟和加拿大玉米进口量上调。

2、策略：中期波段，3月 20 日，玉米 1909，空单 1890 进场，接

近目标 1840，逐步减仓、平仓离场。逻辑：国内玉米市场供大于需格

局仍未改变。非洲猪瘟影响终端需求有限，饲料企业多以随用随收为

主，深加工企业走货不畅，厂家提价意愿不强。港口玉米库存持续增

加，利空玉米价格。受非洲猪瘟持续，利空玉米价格。推荐指数：【4

颗星】。

3、玉米采购的产业客户仍使用前期策略：逢期货低点卖出看跌期

权，行权价锁定为（到场最高成本-运费）+卖出的权利金。前期的卖

出看跌期权的头寸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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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一）2019 年 3 月玉米期价两连跌

图1：玉米1909合约月K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中期研究院

图2：淀粉1905合约月K线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中期研究院

3 月，玉米 1905 合约迎来月度 5 连跌，3 月玉米 1905 下跌 0.27%（截止 3 月 25 日下午 15:00

数据），3 月初在年底低点的低价刺激下，期价小幅上行，叠加东北地区国家一次性储备玉米轮入

收购工作全面启动，提振玉米期价。玉米价格小幅反弹，深加工厂家也联动上调，玉米市场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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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但是，好景不长 3月底港口库存高企，玉米进口量增加施压，玉米期价承压回落。

图3：大连地区玉米基差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4：玉米期货、现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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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进口玉米完税价格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6：进口玉米利润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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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玉米淀粉现货、期货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中美经贸磋商再起波澜，施压玉米期价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团将于 3月 28 日至 29 日应邀访华，

在北京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期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多轮电话磋商。

刘鹤副总理将于 4月初应邀访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3月上中旬是 2019 全国两会时间，所以，中美经贸磋商渐渐的淡出大家的视野，但是，延续磋

商的节奏还在继续，2月玉米月报我们给出的定语是渐露曙光，但是 3月就是再起波澜，没有实质

性的推进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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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磋商再起波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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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月报

（三）全球玉米供给小幅下降，消费持平，供给缺口减小

图8：全球玉米供需缺口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9：全球玉米供需缺口（月度调整）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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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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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年全球玉米产量预计下调至13.719亿公吨。本月的除美国外玉米前景为产量略有下调，

贸易量大体持稳，使用量上调，库存减少。巴西玉米产量较上月持平，预期单产上调部分抵消了种

植面积减少带来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的第二玉米种植区单产预计上调，主要由于种植进度快于正

常水平，但第一和第二玉米种植区面积有所减少。印度的玉米产量上调，但南非的产量下调。澳大

利亚的粗粮产量增加，主要由于大麦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高粱产量的减少。

18/19 年全球本月贸易主要变化包括: 阿根廷和乌克兰的玉米出口预计上调，但美国的玉米

出口量预计下调。截至现在数据，巴西 17/18 年当地营销年至 2018 年 2 月截至出口量上调，主要由

于季度末出货量高于预期。部分抵消了阿根廷出口量的减少。18/19 年中国粗粮进口减少，反映在

高粱和大麦进口量预期下调。随着高粱和大麦进口量的下降，中国的玉米饲用量和剩余使用量有所

增加。欧盟和加拿大玉米进口量上调。8/19 年外国玉米期末库存较上月有所下降，主要反映在中国、

巴西和阿根廷的玉米库存减少。

（四）中国玉米进口量增加，饲料需求下降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3月预测，2018/19 年度，中国玉米生产、进出口与上月一致。

中国玉米消费量 2.83 亿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200 万吨，减幅 0.7%，比上年度增加 4.8%。我国非

洲猪瘟疫情总体可控，防控态势逐步向好，但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偏大，猪饲料消费

有所减少，考虑到禽料、反刍料等产量增长对玉米消费的拉动，以及玉米替代品进口减少的影响，

预计玉米饲用消费小幅下降，2018/19 年度玉米饲用消费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1.1%，至 1.76 亿吨。玉

米库存结余变化减少 2450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减 200 万吨，仍然维持产不足需格局。

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2 月玉米进口总量为 17.00 万吨，为今年最低。2月玉米进

口量较上年同期的 10.25 万吨增加了 6.75 万吨，增加 65.88%。较上月同期的 40.00 万吨减少 23.00

万吨，减少了 57.50%。

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 1-2 月玉米累计进口总量为 57.00 万吨，较上年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49.45 万吨，增加 7.55 万吨，增加了 15.26%;2018/19 年度(10-2 月)累计进口总量为 119.0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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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度同期累计进口总量的 104.39 万吨，增加 14.69 万吨，增加了 14.08%。

图11：中国玉米进口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截止 2019 年 02 月，中国饲料产量累计同比为 5.1%，处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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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中国饲料产量季节性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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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中国饲料产量累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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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27 日，交易所玉米期货注册仓单 21,781 张，2019 年 3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

同期上涨 12311 张即+130%，2019 年 3 月末数据环比 2019 年 2 月同期下跌 9804 张即-31.04%。从季

节性来看，玉米注册仓单位于历史较高水平。

截止 2019 年 03 月 25 日当周，玉米港口库存 558.3 万吨，2019 年 3 月末数据同比 18 年同期上

涨 265.4 万吨即 90.61%，2019 年 3 月末数据环比 2019 年 2 月同期上涨 93.3 万吨即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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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53百万吨，同比减少32.63百万吨。

美国期末库存预估为 46.62 百万吨，同比减少 7.75 百万吨。中国期末库存预估为 204.81 百万吨，

同比减少 17.72 百万吨。巴西期末库存预估为 7.12 百万吨，同比。阿根廷期末库存预估为 6.78 百

万吨，同比增加 2.2 百万吨。国别库存消费比方面：全球为 27.00%，美国为 15.00%，中国为 73.00%，

阿根廷为 49.00%。巴西为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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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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全球、中国玉米库存消费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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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4 月是秋粮收购旺季，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粮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 8751 万吨，同比增加 231 万吨。

目前主产区收购进度已经预计达到 89%左右，收购进度开始缓慢下降，售粮进度基本进入尾声。东

北产区基层余粮逐渐消耗，剩余粮源不急于销售，但中间渠道库存较高。华北地区售粮进度略快于

去年。

3月24日，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发稿时，全国已播各类农作物占春播意向面积的7.9%，

达到 10650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已播 4.4%，达到 4200 万亩，进度同比基本持平。早稻已育秧规

模折成应播大田面积达 42.6%，已栽插 4.2%，进度分别比上年快 1.4 和 0.7 个百分点。中稻（一季

稻）已育秧规模折成应播大田面积达 14%。截至目前，春玉米已播 3%，春小麦已播 15.9%，薯类已

播 22.8%，进度均同比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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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伴随着玉米主副产品价格共同走弱,主要深加工企业运营压力高企,玉米淀粉现货价格成交

重心趋于低端,副产品市场继续弱势下行,对冲力度减弱,深加工企业承压过重,加上淀粉供应相对充

足,而市场需求低迷,打压部分出厂价格看跌,但由于东北地区玉米价格仍维持上涨,支撑加工成本高

位运行,淀粉企业挺价意识较浓。

玉米淀粉价格下跌，淀粉糖价格在近五年高位回落，酒精价格小幅上行。味精价格坚挺，柠檬

酸价格疲弱。

图18：玉米酒精出厂价-吉林松原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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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玉米淀粉糖出厂价-吉林长春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0：玉米淀粉出厂价-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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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 3月 19 日表示，目前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疫情发

生势头趋缓，已有 105 起疫情解除了疫区封锁，占疫情总数的九成以上。21 个省份的疫区已全部解

除封锁。于康震介绍说，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有 28 个省份先后发生 113 起非洲猪瘟疫情，其中家猪疫

情 110 起、野猪疫情 3起，大多为点状发生。2019 年前两个月，疫情月度发生数下降到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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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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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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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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2019年1月至今，生猪存栏迅猛下降

资料来源：wind

图22：2019年1月至今，生猪存栏变化率，同比环比迅猛下降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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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 月养殖利润急速反弹

从养殖利润来看，蛋鸡养殖利润 1、2 月快速下跌，3 月急速反弹；毛鸡养殖利润 1、2 月快速

回落，3月急速反弹；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居于低位，2月小幅反弹，3月急速反弹。

禽蛋类处于中性景气周期，但生猪类处于偏差景气周期。

图23：蛋鸡养殖利润1、2月快速下跌，3月急速反弹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4：毛鸡养殖利润1、2月快速回落，3月急速反弹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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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居于低位，2月小幅反弹，3月急速反弹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操作建议

图26：淀粉1905-玉米1905价差，3月份窄幅波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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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淀粉1909-玉米1909价差，3月份窄幅波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美国农业部2019年 3月月度供需报告，18/19年全球粗粮产量预计下调至13.719亿公吨。18/19

年全球本月贸易主要变化包括: 阿根廷和乌克兰的玉米出口预计上调，但美国的玉米出口量预计下

调。18/19 年中国粗粮进口减少，反映在高粱和大麦进口量预期下调。随着高粱和大麦进口量的下

降，中国的玉米饲用量和剩余使用量有所增加。欧盟和加拿大玉米进口量上调。

策略：中期波段，3月 20 日，玉米 1909，空单 1890 进场，接近目标 1840，逐步减仓、平仓离

场。逻辑：国内玉米市场供大于需格局仍未改变。非洲猪瘟影响终端需求有限，饲料企业多以随用

随收为主，深加工企业走货不畅，厂家提价意愿不强。港口玉米库存持续增加，利空玉米价格。受

非洲猪瘟持续，利空玉米价格。推荐指数：【4颗星】。

玉米采购的产业客户仍使用前期策略：逢期货低点卖出看跌期权，行权价锁定为（到场最高成

本-运费）+卖出的权利金。前期的卖出看跌期权的头寸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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