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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偏紧，玉米偏强震荡

——2022 年 4 月玉米市场展望

2022 年 3 月 31 日

要点提示：

1. 产销受阻，全球玉米供需偏紧。

2. 售粮偏慢，价跌风险聚焦抛储。

3. 春播或增，疫情成为扰动因素。

4. 下游亏损，需求趋于短多长空。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受俄乌局势和疫情影响，4月国内玉米将呈供应偏紧形势：从供

应端来看，国际上玉米主产国减种预期和国际粮食保护主义盛行引

全球玉米减供预期，国内基层余粮不足两成，售粮进度面临天气回

暖低质粮难储待出和疫情防控升级运输受阻两难处境，国内外行情

综合发力导致玉米供应偏紧；从成本端来看，俄乌冲突助推全球原

油、化肥和粮食价格上涨，玉米及其替代谷物进口、运输和春耕等

成本上涨支撑玉米价格；从需求端来看，短期内饲料养殖产能高位

和玉米替代谷物价格高企利好玉米消费，深加工企业以消耗玉米库

存为主。短期国内玉米价格走低风险聚焦抛储政策，长期来看，全

球物价通胀和玉米短缺形势仍利多玉米，预计4月期价呈震荡偏强走

势，应持续关注期价回调时逢低做多机会。

投资策略：

玉米主力合约逢低做多，可同时买入看跌期权。

下游养殖企业关注低位买保机会。

风险因素：疫情防控趋严；小麦和稻谷抛储政策；贸易政策

2022/4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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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3 月国内玉米期货价偏弱震荡，主要原因包括：一、国内疫情防控升级，市场

购销清淡；二、抛储政策和卖压利空玉米市场。截止 3 月 28 日，玉米主力 05 合

约收盘价 2863 元/吨，较月初下降了 11 元/吨；北良港新国标二等玉米平舱价 2850

元/吨，较月初上涨了 100 元/吨；南方蛇口港新国标二等玉米成交价 2900 元/吨，

同比上涨了 30 元/吨。外围方面，CBOT 玉米期货收盘价较月初上涨了 3%，国内外

玉米价差缩窄。玉米淀粉期价走势强于玉米期价，价差在合理价格区间走低。

图表 1: 黄玉米期货收盘价（活跃）（元/吨） 图表 2: 玉米南、北方港口现货价（元/吨）

图表 3: 内外盘玉米收盘价（元/吨、美分/蒲式耳） 图表 4: 中国玉米淀粉-玉米期货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iFinD

二、供需分析

当前玉米市场主要关注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局势紧张和国内抛储引起的粮食

价格波动；二是饲料养殖端需求变化对玉米价格的影响。以下就玉米市场主要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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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销受阻，全球玉米供需偏紧

俄乌冲突持续发酵，国际粮食贸易受阻或中断，USDA 报告大幅调整全球玉米

进出口量数据。据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的 3 月全球产需预测数据显示，全球

玉米库存消费比进一步降低，2021/22 年度全球玉米进出口量和库存均大幅下调，

同时上调了消费量，主要与俄乌冲突有关。当前南美正处玉米收割期，全球玉米

产量稍有上调，受前期旱情影响，玉米产量增量不及往年同期。具体来看 USDA 报

告，3 月全球玉米进出口量分别下调了 254 万吨和 377 万吨，调整幅度环比分别下

降了 286.76%和 611.32%，3 月全球玉米期末库存下调了 125 万吨，调整幅度环比

下降了 47.62%，3 月全球玉米消费量和产量分别上调了 145 万吨和 79 万吨，调整

幅度环比上涨了 252.63%和 149.07%。受俄乌地缘政治影响，黑海运输中断，国际

粮食保护主义盛行，部分国家采取禁止谷物出口或增加粮食储备措施，其中，乌

克兰在 3 月中旬宣布禁止谷物出口，且因战事将减少春播玉米面积 110 万公顷，

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玉米供需紧张形势。

图表 5: 全球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相较 2 月供需数据，中国 2021/22 年度 3 月玉米预估数据无变动。对于美国

2021/22 年度 3 月玉米预估数据，USDA 报告上调了玉米出口量（上调了 190 万吨）

和下调了玉米期末库存量（下调了 254 万吨）；对于乌克兰 2021/22 年度 3 月玉

米预估数据，USDA 报告上调了玉米消费量和期末库存量（分别上调了 300 万吨和

290 万吨），同时下调了玉米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下调了 10 万吨和 600 万吨）；

对于俄国 2021/22 年度 3 月玉米预估数据，USDA 报告上调了玉米产量和期末库存

（两者均上调了 2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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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售粮偏慢，价跌风险聚焦抛储

目前，国内玉米供应主要有三方面组成：基层售粮、进口以及国家政策性放

粮量。因国际局势紧张，进口利润倒挂，国内玉米供应主要关注基层售粮进度和

政策粮拍卖量，玉米价格风险主要聚焦于供应端国家抛储政策变化。

国内基层售粮方面，国内售粮进度仍慢于往年同期，且 4 月基层玉米余粮不

足 2 成，基层售粮面临天气回暖低质粮难储待出和疫情复发运输受阻两难处境。

气温逐渐回升，华北和东北地区低质粮保存难度加大，局部地区低质粮已霉变，

农户急于售粮，惜售情绪缓和，但售粮进度将受疫情防控牵制。据我的农产品网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31 日，全国玉米主要产区售粮进度为 82%，同比降低 8%，3

月全国基层玉米出粮量两成，预期 4 月将不及 3 月售粮进度，主要是由于全国疫

情大面积爆发（截至 3 月 27 日，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累计确诊人数为 144515 人，

环比增加了 32.19%，同比增加了 60.27%），导致国内玉米运输不畅，售粮进度面

临低质粮待售和疫情防控升级博弈。

图表 6: 国内玉米主产区售粮进度 图表 7: 中国（不含港澳台）新冠疫情确诊人数（人）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农产品网；同花顺iFinD

进口方面，受俄乌冲突影响，中国进口谷物数量降低。俄乌局势紧张导致全

球贸易中断或受阻，原油和物价上涨，并且国际粮食保护主义采取了系列护粮措

施，助涨国际谷物价格，进口国际玉米及其替代谷物渐无价格优势。2022 年 2 月

中国进口玉米及其替代谷物数量均呈下降趋势，2022 年 2 月中国进口粮食数量为

932 万吨，环比降低了 40.64%，同比降低了 8.90%，2022 年 2 月中国进口玉米数

量为 193 万吨，环比降低了 29.82%，俄乌冲突持续发酵，无论是从国际玉米供应

偏紧还是从进口成本偏高来看，预计 4 月中国进口玉米数量或无提振，国内玉米

及其替代谷物新增供应重心将转向关注国内余粮和国家抛储玉米替代谷物。今年 1

月中旬，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家粮食库存充裕，其中小麦和稻谷库存占七成以上，

并且小麦库存可满足国内 1 年半消费需求，国家为做好粮食保供稳价工作，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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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起拍卖国储稻谷，但下压玉米价格幅度有限，抛储政策的拍卖力度和数量变

化将进一步改变玉米替代谷物供应量，进而影响国内玉米价格。

图表 8: 中国进口谷物数量当月值（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2.3 春播或增，疫情成为扰动因素

国内玉米春播已至，玉米播种面积面临农资成本高企和全球玉米供应短缺博

弈，后者或略胜一筹，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和国内各种种植补贴鼓励政策拉升农户

种植玉米热情，近期国内疫情大面积爆发，将成 4月玉米春播主要扰因。

图表 9: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走势（美元/桶） 图表 10: 复合肥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iFinD

当前农资成本依然高企，但利好形势提高农户种植玉米积极性。针对农资价

格上涨，中央财政安排下拨 200 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同时国家

施行种植技术、金融和奖励等一揽子支持政策，稳定农民种植玉米收益预期。今

年全国在稳产玉米的基调上，要求“东北地区要全力扩大豆、稳玉米，西南地区

要挖掘潜力扩大玉米种植”，因此全国各地激励政策层出不穷，例如：四川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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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出每亩补贴 150-800 元不等政策，并且此复合

种植专用播种机“播种行数 11 行及以上”可获得 1万元补贴，政府积极鼓励种植

提高扩种预期；国际上俄乌冲突助推油价、化肥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

美国和乌克兰作为中国主要玉米进口国宣布减种玉米，全球玉米产需缺口将进一

步扩大。综上，基层农户更加看好玉米长期行情，有利可期。

图表 11: 中国玉米种植区域 图表 12: 中国现有确诊新冠疫情实时地图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百度地图

国内疫情反弹，国家密切关注和实时调整春耕和疫情防控问题，西南地区大

力推广和补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吉林春耕受扰较大。3 月 17 日，中国农业

农村部表示要“压实责任稳定春播面积”，“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耕

生产工作，不误农时春耕备耕，打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然而国内玉米主产区

疫情严重成春播干扰因素，国内玉米主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华中（河南）

和华东（山东）等地，3 月 1 日-27 日，全国 81%的玉米产区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

数共计 28068 人，占同时段全国（不含港澳台）新增确诊人数的 80.95%，产区中，

吉林省疫情较严重，占同期产区确诊人数的 88.76%，截至 3 月 27 日，吉林省累计

确诊人数为 25521 人，较月初上涨了 40.91 倍。吉林疫情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关

注，3 月 26 日，农村农业部派出工作小组赴吉林省指导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春耕备耕等工作，以稳定春播任务。

2.4 下游亏损，需求趋于短多长空

下游饲料养殖端利润表现亏损，养殖业去库偏慢对玉米有刚性需求，较高进

口成本和替代谷物价支撑玉米价格，而深加工企业短期供需表现宽松，下游整体

玉米消费趋于短多长空趋势，具体表现为：

饲料方面，饲料市场预期亏损，呈减产趋势。2022 年 2 月国内饲料当月产量

为 1976 万吨，环比降低了 17.97%，2 月猪饲料、蛋禽饲料、肉禽饲料、反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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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和水产饲料产量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猪饲料减产最为明显，猪饲料 2 月产

量为 924 万吨，环比减少了 23.13%，中国生猪和肉鸡饲料预期盈利处近四年历史

低位，且 3 月延续亏损态势，截至 3 月 18 日，生猪饲料预期盈利为-323.47 元/

头，环比亏损了 1.04 倍，当前生猪和肉禽处去库阶段，饲料原料玉米及其替代谷

物价格不断走高，高成本挤占饲料利润，饲料市场亏损态势仍将延续。玉米价格

在饲料原料价格中价格偏低，短期成本优势和养殖业刚性需求支撑玉米需求，但

饲料亏损和高成本长期将利空玉米需求。

图表 13: 中国饲料产量当月值（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图表 14: 中国生猪饲料预期盈利（元/头） 图表 15: 玉米及其替代谷物现货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同花顺iFinD

养殖方面，短期因养殖端存饲料刚性需求利好玉米，长期养殖利润持续亏损

或成不利因素。当前国内生猪和肉禽处于去产能阶段，消费淡季叠加疫情冲击，

生猪出栏价偏低，现阶段生猪去产能速度较慢，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仍有较高存

栏量，支撑饲料需求。蛋禽存栏量仍处近四年历史同期低位，淘汰鸡出栏数也同



玉米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7

时走低，后期蛋禽因节日效应将有补栏需求，提振饲料需求。从养殖利润来看，

生猪和肉禽养殖陷入亏损，猪粮比价连续五周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长期

亏损利空玉米长期需求，蛋禽养殖利润徘徊于盈亏平衡线附近，提振玉米需求有

限，整体上养殖端处于亏损状态，若长期无利可期利空玉米。

图表 16: 中国生猪与能繁母猪存栏数（万头） 图表 17:中国生猪出栏价（元/斤）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图表 18: 蛋鸡存栏数和淘汰鸡出栏数（亿只、万只） 图表 19:养殖利润（元/只、元/羽、元/头）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同花顺 iFinD

深加工方面，受疫情防控升级和国家限产燃料乙醇政策影响，加工企业主要

以消耗玉米库存为主。国内疫情防控升级，市场购销清淡，玉米加工品终端市场

消费明显下滑，除氨基酸加工企业玉米消费量维稳外，其他玉米淀粉和玉米酒精

加工企业玉米消费量均有降低，而加工企业玉米库存充裕，仍处近四年历史同期

高位。对于玉米淀粉行情，疫情防控升级和原料玉米价格走势利空玉米淀粉，玉

米淀粉市场供需宽松：随着疫情防控升级，市场购销清淡，物流运输受阻，企业

走货较慢，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开机率下滑，加工企业和贸易商出货意愿较强，玉

米淀粉价持续走低，基差走强，但局部地区淀粉利润有增（山东和吉林淀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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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走高），且市场长期看好玉米行情，因俄乌局势影响，原料端市场显乐观行

情，若疫情稳定，原料端行情或可提振玉米淀粉价格，小幅拉升加工企业玉米消

费量。

图表 20: 中国加工企业玉米消费量（万吨） 图表 21: 中国玉米主要深加工企业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图表 22: 中国主要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开机率 图表 23: 玉米淀粉区域利润（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我的农产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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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受俄乌局势和疫情影响，4月国内玉米将呈供应偏紧形势：从供应端来看，国

际上玉米主产国减种预期和国际粮食保护主义盛行引全球玉米减供预期，国内基

层余粮不足两成，售粮进度面临天气回暖低质粮难储待出和疫情防控升级运输受

阻两难处境，国内外行情综合发力导致玉米供应偏紧；从成本端来看，俄乌冲突

助推全球原油、化肥和粮食价格上涨，玉米及其替代谷物进口、运输和春耕等成

本上涨支撑玉米价格；从需求端来看，短期内饲料养殖产能高位和玉米替代谷物

价格高企利好玉米消费，深加工企业以消耗玉米库存为主。短期国内玉米价格走

低风险聚焦抛储政策，长期来看，全球物价通胀和玉米短缺形势仍利多玉米，预

计 4月期价呈震荡偏强走势，应持续关注期价回调时逢低做多机会。

投资策略：

玉米主力合约逢低做多，可同时买入看跌期权。

下游养殖企业关注低位买保机会。

风险因素：疫情防控趋严；小麦和稻谷抛储政策；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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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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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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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190 号华邦世贸中心超高层写字楼 40、41 层

电话：400-882-0628、6283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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