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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玉米市场展望

2022 年 6 月 30 日

要点提示：

1. 增储明显，全球玉米供缺仍存。

2. 播种完毕，不良天气利多玉米。

3. 成本高企，支撑玉米居高难下。

4. 利润改善，关注下游增需潜力。

5. 基差走强，波动率处偏高水平。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预期7月国内玉米为供需收紧趋势，或呈震荡偏强走势：从供应

端来看供应收紧，国际玉米减供，国内基层和贸易商惜售挺价；从

成本端来看成本居高不下支撑玉米；从需求端来看猪企等利润改善

提高增需潜力，稻谷停拍有利玉米消费。7月国内玉米利多因素源自

玉米产区不良天气炒作和下游增需超预期，利空因素源自国际加息

政策频出压价和国内玉米抛储，若抛储无价格或质量优势则压价力

度较小，价跌底部大概率在种植成本价以上。

投资策略：

C2209合约考虑：2650-2750区间逢低做多；或2650-2700区间买

入看涨期权。

风险因素：自然灾害；疫情趋严；加息和抛储政策压价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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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6 月国内玉米期货价震荡下行，主要原因包括：一、国内中储粮拍卖玉米和稻

谷量超预期，压制玉米价格；二、国际加息政策频出压低玉米价，连盘玉米价跟

随外盘下跌。截止 6 月 28 日，国内玉米主力 09 合约收盘价 2815 元/吨，较月初

下降了 60 元/吨；北良港新国标二等玉米平舱价 2940 元/吨，与月初价格持平；

南方蛇口港新国标二等玉米成交价 2860 元/吨，较月初下降了 90 元/吨，南北港

口玉米价格倒挂，南方港口玉米价格受到低价稻谷抛储的抑制；外围方面，CBOT

玉米期货收盘价为 659.2 美分/蒲式耳，较月初下降了 9.85%，国内外玉米价差走

阔，有套利空间。

图表 1: 黄玉米期货收盘价震荡下行（活跃）（元/吨） 图表 2: 玉米南、北方港口现货价格倒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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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抛储政策对玉米价格下压的程度；二

是产区天气变化和下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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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增储明显，全球玉米供缺仍存

目前俄乌冲突尚未结束，保粮主义盛行、全球玉米供应链未恢复和运输成本

较高等因素导致玉米等粮食国际贸易收缩，全球玉米库存增加，增储意向明显。

尽管全球玉米种植面积和库存超预期，排除未来天气对单产影响因素，在美国、

乌克兰和中国等国减种玉米背景下，全球玉米较上一年度仍有约 3000 多万吨供应

缺口。

在 USDA 发布的 6 月全球玉米供需预估报告中，USDA 大幅上调了玉米产量和库

存数据，需求数据调增，国际进出口贸易数据调减。具体来看 USDA 玉米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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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调增全球玉米产量，环比上调了 509 万吨，主因是乌克兰玉米产量前景改善，

同时，USDA 调增全球玉米期初库存（环比上调了 153 万吨）、期末库存（环比增

加了 532 万吨）和全球玉米需求数据（环比上调了 128 万吨），因库存累积，全

球玉米库存消费比环比调增了 0.37%，另外，玉米进口（环比调减 16 万吨）和出

口（环比调减 3 万吨）数据被调减。分国别来看（主要是影响中国玉米行情的国

家），与 USDA 公布的 5月玉米供需报告相比，6 月玉米供需预测数据有如下变化：

对于美国，USDA 调增了美国期初库存（环比增加了 3.12%）和期末库存（环比增

加了 2.92%）数据，其他数据未变；对于中国和巴西，与 5 月数据相同；对于乌克

兰，USDA 调增了乌克兰产量数据（环比增加 550 万吨）、国内消费量（环比增加

150 万吨）和期末库存（环比增加 400 万吨）。在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中国 6 月

玉米供需平衡表中，与 5 月预估数据相比，除进口玉米到岸税后均价增加（由

2350-2550 元/吨调整为 2600-2800 元/吨，比实际进口玉米价低，仅反映进口玉米

成本上涨）以外，其他数据保持不变。

图表 3: 全球玉米供需平衡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尽管 USDA 上调了美国玉米种植面积预估数据，但全球玉米仍存供应缺口。对

于美国玉米，USDA 预估美国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 8992.1 万英亩，但仍比上一年度

玉米种植面积少了 343.6 万英亩，相较上一年度，美国今年仍有 1533 万吨玉米供

应缺口。对于乌克兰玉米，乌克兰农业部预估今年乌克兰的玉米产量为 2510 万

吨，但仍较上一年度的 4210 万吨玉米产量减少了 1700 万吨。对于中国玉米，根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预估数据，本年度中国减少了玉米种植面积 80 万公顷，约减少

505.2 万吨。因此，综合中美乌三国来看，与上一年度相比，排除天气干扰因素，

中美乌玉米减供约 3738.2 万吨，即使玉米库存增加，折算后三国也有 3000 多万

吨供应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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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播种完毕，不良天气利多玉米

由于当前国内玉米供应更多源自国内自产（主要）和进口美国玉米，而中美

均处于北半球，玉米生长周期相似，因此，供应端主要关注国内玉米库存、中美

玉米产区的玉米生长情况和自然灾害对玉米行情的影响。

青黄不接阶段国内主要以消耗玉米库存为主，有抛储政策压制玉米价格。当

前国内玉米基本播种完毕，夏玉米正扫尾播种，而春玉米处于生育阶段，在内无

供应外少补给的情况下预期国内玉米库存仍有下滑，因此手有旧作玉米的基层农

户和贸易商会惜售挺价，中储粮频繁抛售玉米和稻谷压制玉米价格（中储粮竞价

销售玉米价格在 2500-2730 元/吨；稻谷成交价为 2480-2625 元/吨）。

图表 4: 中国港口玉米库存下滑（万吨） 图表 5: 美国 18 个州玉米优良率同期偏低（%）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

图表 6: 春玉米生长情况 图表 7: 夏玉米生长情况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央气象台

不良天气对玉米新作影响较大，7 月国内春玉米产区的“卡脖旱”、夏玉米产

区的涝害以及美玉米产区炎热干旱天气都将利多玉米。对于国内玉米新作，主要

关注春播玉米产区，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春玉米占全国玉米总产量八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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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照中国农业农村部的预估数据，2022/23 年度中国玉米产量为 27256 万吨，

则春玉米产量应超 21804.8 万吨），因此关注春玉米行情变化，有助掌握玉米价

格走势。7 月春玉米主要处于穗期阶段，穗期阶段是玉米生长发育旺盛期，此时对

水分要求迫切、怕旱，干旱持续半个月以上即为“卡脖旱”，会导致玉米幼穗发

育不好、果穗小和籽粒少，水分不足持续 20 天以上，雌穗部分不育甚至空杆，因

此，持续干旱天气会导致春玉米减产。夏玉米产区主要集中于鲁中南丘陵（山东

地形海拔最突出的中心区域）、山东半岛（山东省东部、胶莱谷地以东）、黄淮

海平原、山西南部和陕西中部，7 月夏玉米主要处于苗期阶段，此时玉米怕涝，涝

害会导致玉米三叶期表现黄、细、瘦、弱生长停止或造成死苗，然而 7-8 月黄淮

海平原常有洪涝，因此，夏玉米产区也需关注洪涝影响。美玉米进入关键授粉期，

优良率下滑引玉米生长担忧，受持续干燥天气影响，美国本年度 18 个州的玉米优

良率处于近五年历史同期偏低位置，低于市场预期，截至 6 月 24 日，美国 18 个

州的玉米优良率为 67%，较 6 月月初下滑 8.22%，同比下滑 6.94%，持续关注美国

玉米产区天气变化。

2.3 成本高企，支撑玉米居高难下

国内玉米的成本主要由种植成本、物流运输成本和进口成本构成。当前这些

成本价位处历史同期高位，成为支撑玉米价格高位震荡的中坚力量。

图表 8: 农药价格处历史同期高位（元/吨） 图表 9: 复合肥价格仍处历史高位（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iFinD

玉米种植成本主要由地租、机械耕种、种子、农药、化肥、机械收割和人工

等费用组成，预估玉米种植成本为2650-2700元/吨。当前国内玉米播种基本完成，

7月玉米种植花费变动主要为农药和化肥。当前农药和复合肥价格均处高位，截至

6月20日，复合肥价格冲至4185元/吨历史高位，同比上涨了55.79%，而农药价格

为65250元/吨，同比上涨了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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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居高不下增加玉米运输成本，截至6月28日，NYMEX的WTI原油期货结算价

为111.76美元/桶，同比上涨了53.14%，同时，在国际缺粮形势下，进口玉米成本

涨价也受高油价推升影响，进口成本利润倒挂，目前国内国标二等玉米市场价格

为2695-3090元/吨，截至6月14日，7月船期进口美玉米到岸完税价为3236.63元/

吨，同比上涨了12.75%，较国内国标二等玉米市场价格高147-542元/吨。

图表 10: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高于往年同期（美元/桶） 图表 11: 进口美玉米价格高企（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2.3 利润改善，关注下游增需潜力

下游产业将有玉米补库需求，饲料养殖业猪企和肉禽养殖盈利信心增强利好

玉米消费，疫情稳定有助深加工企业增强消费玉米潜力。利润持续改善仍是下游

玉米增需驱动。具体表现为：

饲料方面，目前饲料企业以消耗玉米库存为主，饲料增产反映市场预期饲料

需求增加，后期饲料企业有玉米补库，低价稻谷即将停拍和饲料整体预期盈利走

高利好玉米消费。从饲料产量来看，5月饲料产量环比增加，增产最多的为水产饲

料 62 万吨。5月产量为 2352 万吨，环比增加了 103 万吨，其中，产量占比最高的

猪饲料（比重约 42%）环比涨幅为 2.39%，肉禽饲料（比重约 30%）环比涨幅为 1.13%，

蛋禽饲料（比重约 11%）环比涨幅为 2.38%，环比涨幅最大的为水产饲料产量，涨

幅为 32.63%（夏季是消费小龙虾消费旺季，前期疫情抑制消费，6 月疫情逐渐好

转消费反弹）。从饲料预期盈利来看，中国生猪饲料预期盈利持续上升，肉禽饲

料盈利也震荡走高。从玉米替代谷物来看，进口玉米和小麦等价格较高，目前对

玉米唯一有价格替代优势的是稻谷，玉米-稻谷价差有收窄趋势，6 月低价稻谷抛

储频繁挤占玉米市场需求，然而中储粮称将于 7 月初停止拍卖低价稻谷，此举利

好玉米饲用。饲料供需收紧，盈利走高利好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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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饲料产量当月值环比增加（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图表 13: 中国生猪和肉鸡饲料预期有盈利（元/头） 图表 14: 玉米替代谷物价格优势已无或收缩（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数据；同花顺iFinD

养殖利润持续改善，猪企和肉禽养殖盈利信心增强利好玉米消费。养猪行情

好转，全国商品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增加，截至 5 月 31 日，全国商品猪存栏数为

2836.41 万头，环比增加了 14.99 万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 462.91 万头，环

比增加了 8.32 万头。目前猪企利润持续改善，全国猪粮比在盈亏平衡线上强势上

涨，经过前期淘汰优化，能繁母猪存栏量将有回升，提振玉米需求。禽类养殖方

面，肉鸡养殖利润走高，主要关注蛋鸡养殖状况。目前蛋鸡存栏处于近五年来历

史同期低位，近期梅雨季鸡蛋难储消费减少，饲料成本较高导致蛋鸡养殖利润下

滑，7 月中旬梅雨季后鸡蛋消费逐渐恢复，将促进养殖户积极补栏蛋鸡数量，利好

饲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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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商品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较高（万头） 图表 16: 中国猪粮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iFinD

图表 17: 蛋鸡存栏和淘汰鸡出栏数上升（亿只、万只） 图表 18: 禽类养殖利润涨跌互现（元/羽、蛋鸡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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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形势稳中向好，加工企业仍有增加玉米消费潜力。夏季

和节假日是啤酒和饮料等行业消费旺季，由于玉米淀粉下游消费主要为淀粉糖

（53.6%）、食品（9.9%）和啤酒（5.2%）等，啤酒等消费旺季利好玉米淀粉（占

玉米加工产成品比重约 54%）和玉米酒精（占玉米加工产成品比重约 30%），然而

北方地区玉米淀粉加工利润下滑，主要与当地对原料玉米惜售挺价有关，当下主

要关注疫情对市场购销活动否影响，若疫情稳定，加工企业消费玉米潜力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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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中国加工企业玉米消费量（万吨） 图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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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国主要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开机率 图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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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基差走强，波动率处偏高水平

基差方面，国内旧作供应收紧，基层农户和贸易商惜售挺价，截至 6月 28 日，

玉米基差（北良港国标二等玉米平舱价-玉米主力 09 合约结算价）为 129 元/吨，

环比上涨了 121 元/吨。当前玉米基差水平偏高，供需收紧趋势下，基差将有收缩。

由于近期国际加息政策频出压低物价和国内抛储政策频出玉米，市场短期看

跌情绪渐起，截至 6 月 30 日，玉米 09 合约一个月历史波动率为 12.83%，较一个

月之前上涨了 3.06%，场内平值看涨/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0.95%和 10.75%，

玉米波动率处于偏高水平。市场仍看好玉米中长期行情，下游企业可考虑逢低买

入看涨期权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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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玉米基差（元/吨） 图表 24: 玉米一个月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iFinD

三、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预期 7 月国内玉米为供需收紧趋势，或呈震荡偏强走势：从供应端来看供应

收紧，国际玉米减供，国内基层和贸易商惜售挺价；从成本端来看成本居高不下

支撑玉米；从需求端来看猪企等利润改善提高增需潜力，稻谷停拍有利玉米消费。

7 月国内玉米利多因素源自玉米产区不良天气炒作和下游增需超预期，利空因素源

自国际加息政策频出压价和国内玉米抛储，若抛储无价格或质量优势则压价力度

较小，价跌底部大概率在种植成本价以上。

投资策略：

C2209 合约考虑：2650-2750 区间逢低做多；或 2650-2700 区间买入看涨期权。

风险因素：自然灾害；疫情趋严；加息和抛储政策压价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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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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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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