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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冲击消退，玉米中期转弱

-----2020 年 3 月玉米期货市场展望

2020 年 2 月 26 日

要点提示：

1、疫情防控形势显著趋好。

2、基层集中售粮期将至。

3、养殖企业补栏活动受到疫情影响。

4、短期补库冲击逐渐消退。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疫情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受防控影响，玉米供应、需求均受到影响，玉米价

格走势季节性规律被打破。短期看，疫情防控对供应影响较大，饲料养殖企业补

库放大了短期供不应求现象；中长期看，疫情对玉米需求影响整体偏空，尤其是

餐饮等相关行业开工延迟，对需求利空影响显著。随着交通管制减弱，基层余粮

加大流入市场，市场逻辑将重新转向需求，利空逐渐体现。关注玉米 05 合约在

1950 一线压力。

操作上，背靠 1950 一线空单参与 05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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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 1-2 月行情回顾

春节前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出于疫情防控需求，各省市实施了人员流动管

制制度，年后企业开工延期，餐饮企业歇业，商品贸易流通受阻，这对玉米市场供需产

生了较大影响。按照传统的季节性规律，春节前后约3个月时间段是新季玉米集中上市

期，市场供应充裕，东北主产区收购价为玉米定价基准；需求由于生猪集中出栏、春节

放假等因素影响，会进入淡季，虽然下游企业备货会托底需求，但总体上市场呈现供过

于求状态，玉米供应并不紧张。但疫情打破了这一传统季节性规律。疫情带来的交通管

制，使得基层农户售粮渠道受阻，加上下游企业库存偏低，年后开盘，玉米期现货价格

迅速走高。随后国储抛售296万吨玉米（实际成交107.8万吨）平抑市场，以及进口玉米

到港，市场对玉米短缺的恐慌情绪缓解，期现货价格同步回落，如下图所示。淀粉价格

跟随玉米走势，但表现弱于玉米，玉米淀粉期货价格低位震荡。

图 1: 南方港玉米价格（元/吨） 图 2:玉米期货主力价（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展望3月份玉米市场，主要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基层售粮进度、养殖企业补栏力度。

2.1 疫情防控形势显著趋好

疫情防控形势是分析3月份市场走势时，首要关注的因素。受防控影响，企业正常

复工较往年延迟，对消费造成了永久性损失，比较而言，基层余粮购销渠道受阻，只是

推迟了玉米上市的时间，但没有减少总供应量。因此，从中期角度看，疫情对需求端的

利空影响更大。截止2月24日24时，全国新增确诊病例517例，其中湖北新增确诊病例499

例（武汉464例），非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8例。新增确诊病例主要在湖北及武汉，外省市

新增确诊病例连续3日下降到20人以下，疫情防控效果显著。预计湖北以外地区企业复

工进度将加快，3月份有望实现正常开工，但餐饮企业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营业活动

还是会受到一些不利影响，从而向上传导到玉米下游产品消费。与往年相比，总需求将

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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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截止 2月 24 日 24 时）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2.2 基层集中售粮期将至

新季玉米上市期主要集中在1-4月份时间段，今年由于疫情影响，使得售粮期较往

年缩短了近半个月时间。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月10日，11个

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5925万吨，较往年减少323万吨，本年度农户售粮进度较慢。目前

各地密集出台政策推动粮食加工企业复产复工、推动基层粮食购销活动，未来两个月农

户售粮进度可能显著加快。目前，部分主产区已经出台政策应对“卖粮难”问题。2月

19日，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二十场“黑龙江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展”新闻发布

会，会上专门介绍了当前黑龙江省秋粮购销的基本情况，要求各地全面摸清辖区内农民

待售余粮实际情况和农民售粮需求，要坚决避免出现区域性农民“卖粮难”和“坏粮”。

粮食问题是“三农”首要问题，预计各地储备库收粮政策将很快出台，以缓解集中售粮

导致的“谷贱伤农”。但在供应压力下，粮价不可避免将受到利空影响。

2.3 养殖企业补栏活动受到疫情影响

图 4: 能繁母猪存栏量（万头） 图 5: 蛋鸡养殖盈利预期（元/只）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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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消费占到了玉米总消费的2/3。从2019年四季度开始，国内生猪养殖企业补栏

积极，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积极回升。截止2020年1月，能繁母猪存栏量2152.42万头，

连续6个月回升；生猪存栏量27520.56万头，连续4个月回升。但受疫情影响，饲料养殖

企业物流运输困难，补栏活动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2-3月份生猪存栏量恢复速度可能

出现放缓。蛋禽类养殖业同样受到冲击。疫情期间，多地活禽市场、菜市场关闭，导致

淘汰鸡、鸡蛋销售不畅，蛋鸡、肉鸡养殖均出现亏损。预计3月份餐饮行业活动依然难

景气，影响到肉蛋类的终端消费，进而影响到养殖企业的补栏积极性。

2.4 短期补库冲击逐渐消退

饲料养殖行业对玉米需求存在刚性，疫情期间虽然补栏会受到影响，但整体需求仍

有维持。又由于年前玉米现货价格表现偏弱，企业看淡后市，饲料养殖企业库存普遍较

多，因此但交通管制限制了玉米流通后，企业补库需求表现的格外强烈。但随着政策粮

入市、以及未来交通管制放松使得基层粮食流入市场，这种短期冲击影响逐渐消退，玉

米价格将从短期冲击下得到修正。受疫情影响，酒精价格维持高位，深加工利润丰厚，

酒精深加工方面需求旺盛，对总需求有一定提振。

图 6: 生猪存栏量（万头） 图 7:乙醇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三、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疫情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受防控影响，玉米供应、需求均受到影响，玉米价格

走势季节性规律被打破。短期看，疫情防控对供应影响较大，饲料养殖企业补库放

大了短期供不应求现象；中长期看，疫情对玉米需求影响整体偏空，尤其是餐饮等

相关行业开工延迟，对需求利空影响显著。随着交通管制减弱，基层余粮加大流入

市场，市场逻辑将重新转向需求，利空逐渐体现。关注玉米 05 合约在 1950 一线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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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

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

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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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宜城路营业部 0556-5562888 安庆市宜城路 1 号

宿松人民西路营业部 0556-7821138 安庆市宿松县人民西路 245 号

黄山前南新村营业部 0559-2311563 黄山市屯溪区前南新村 18 号

歙县鸿基商城营业部 0559-6536841 黄山市歙县徽城镇鸿基商贸城 17B 幢 3 楼

阜阳分公司 0558-2785673 阜阳市颍河西路 181 号

太和人民南路营业部 0558-8615038 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南路 9 号

界首东升路营业部 0558-4827973 界首市东升路 325 号

宿州分公司 0557-3043233 宿州市汴河路（育才巷口）

宿州淮海路营业部 0557-3096518 宿州市淮海北路两淮新城华安证券营业部

滁州天长东路营业部 0550-3022791 滁州市天长东路 169 号金光大道广场

枞阳金山大道营业部 0562-3251368 枞阳县枞阳镇金山大道 71 号

天长新河北路营业部 0550-7030229 天长市新河北路 1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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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分公司 0564-3313668 六安市梅山路 58 号

六安大别山路营业部 0564-3226613 六安市大别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浙东商贸城 C 区

宣城鳌峰西路营业部 0563-3033591 宣城市鳌峰西路 9 号

郎溪中港路营业部 0563-7013102 宣城市郎溪县中港路北侧 15 号

广德景贤街营业部 0563-6041860 宣城市广德县景贤街 15 号

宁国津河东路营业部 0563-4032782 宁国市津河商贸大厦三楼

巢湖市巢湖路营业部 0565-82626174 巢湖市巢湖路 112 号

池州东湖南路营业部 0566-2027423 池州市东湖南路 198 号

亳州三曹路营业部 0558-5527159 亳州市三曹路 42 号

涡阳时代广场营业部 0558-7229966 阳县站前路 158 号

铜陵淮河路营业部 0562-2869803 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 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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