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商品研究〃玉米、玉米淀粉 

兴证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震荡偏强 

2019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五 

内容提要 

 行情回顾 

5 月 30 日，玉米主力合约 C1909 收于 1986 元/吨，收跌

18 元/吨，持仓量减少 42882 手；玉米淀粉主力合约 CS1909

收于 2430 元/吨，收跌 24 元/吨，持仓量减少 11576 手。 

前一交易日玉米、玉米淀粉期货市场行情 

合约名称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C1909 1986 -18 -0.90% 

CS1909 2430 -24 -0.98% 

数据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兴证期货研发部 

 

 后市展望及策略建议 

玉米现货价格总体较稳，华东局部地区小幅上涨。5 月

30 日临储拍卖成交率 82%，成交平均价溢价 135 元/吨，成

交情况总体较好，溢价较高，市场看涨氛围浓厚，预计近期

玉米价格以震荡偏强为主，建议暂时观望，仅供参考。 

玉米淀粉现货价格总体较稳，河南局部地区上涨。玉米

价格上涨抬升淀粉成本，淀粉企业利润不佳，企业挺价心态

较强，预计近期玉米淀粉价格以震荡偏强为主，建议暂时观

望，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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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米现货市场 

玉米现货价格总体较稳，华中局部地区小幅上涨。南方港口价格

2030-2060 元/吨，北方港口价格 1880-1955 元/吨。东北地区主流价格

1620-1840 元/吨，价格较上日不变。华北地区主流价格 1960-2000 元/吨，

价格较上日不变。华东地区主流价格 2000-2130 元/吨，价格较上日不变。

华中地区主流价格 1870-2030 元/吨，河南周口上涨 30 元/吨。 

表 1：玉米现货价格 

地

区 
港口/城市 价格（元/吨） 

日涨跌

（元/吨） 
水份含量 收购途径 

港

口

地

区 

漳州港 2030 0 15%以内 成交价格 

南昌码头 2080 0 15%以内 成交价格 

广东港 2040 0 15%以内 成交价格 

锦州港 1910-1930 0 14%以内 收购价格 

鲅鱼圈港 1960-1975 0 15%以内 平舱价格 

东

北

地

区 

铁岭开原 1830 0 14% 深加工收 

黑龙江青冈 1820 0 14% 出库价格 

吉林松原 1750 0 14% 出库价格 

华

北

地

区 

内蒙古通辽 1890 0 14% 深加工收 

河北石家庄 2000 0 14% 饲料厂收 

河北邢台 1810 0 14% 深加工收 

华

东

地

区 

山东诸城 2070 10 14% 深加工收 

山东菏泽 2000 0 14% 深加工收 

山东滕州 2080 0 14% 深加工收 

华

中

地

区 

河南周口 1920 30 14% 深加工收 

河南鹤壁 1960 0 14% 深加工收 

河南商丘 1880 0 15% 收购商收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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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玉米淀粉现货市场 

玉米淀粉现货价格总体较稳，河南局部地区上涨。山东地区玉米淀粉

主流现货价 2500-2580 元/吨，菏泽上涨 30 元/吨；河北地区主流现货价

2500-2530 元/吨，价格较上日不变；河南主流现货价 2500-2600 元/吨，鹤

壁上涨 50 元/吨；内蒙古通辽价格 2350 元/吨，价格较上日不变；黑龙江主

流现货价 2350 元/吨，价格较上日不变；吉林主流现货价 2280-2360 元/吨，

价格较上日不变。辽宁铁岭开原现货价 2420 元/吨，价格较上日不变。淀

粉企业加工利润方面，山东上升 4 元/吨，河北上升 4.6 元/吨, 黑龙江上升

6 元/吨。 

表 2：玉米淀粉现货价格、加工利润 

省份 地区 
价格 

（元/吨） 

日涨跌 

（元/吨） 

加工利润 

（元/吨） 

山东 

枣庄滕州 2500 0 

-62.6 

德州 2550 0 

滨州 2530 0 

菏泽 2580 0 

诸城 2550 0 

潍坊寿光 2500 0 

泰安 2450 0 

济宁 2530 0 

河北 

邢台 2530 0 

-1 石家庄 2520 0 

秦皇岛 2500 0 

河南 
濮阳 2500 0 

50.4 
鹤壁 2600 50 

内蒙古 通辽 2350 0 - 

黑龙江 
绥化 2350 0 

-92.2 
青冈 2350 0 

吉林 
榆树 2360 0 

6.2 
松原 2300 0 

辽宁 铁岭开原 2420 0 -46.6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兴证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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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

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分析逻辑基于

本人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的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

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本人不曾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

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

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文中的观

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兴证期货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

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

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

期当日的独立判断。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

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

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

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

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

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

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观点可能与资管团队的观点不同或对立，对于基于本报告全面或

部分做出的交易、结果，不论盈利或亏损，兴证期货研究发展部不承担责

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兴证期货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兴证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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