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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品种期、现货市场价格  

单位：元/吨     

国内现货 价格 涨跌 国内期货 收盘价 涨跌 外盘期货 结算价 涨跌 

湖南长沙早籼稻收购价 

湖南长沙早籼米出厂价 

2720 

3680 

持平 

持平 
RI2207 0 0 

RR2207 

(CBOT) 

1723 

美分/英担 

+43.5 

美分/英担 

江西九江晚籼稻收购价 

江西九江晚籼米出厂价 

2480 

3770 

持平 

持平 
LR2207 0 0 

黑龙江佳木斯粳稻收购价 

黑龙江佳木斯粳米出厂价 

2700 

3620 

持平 

持平 
JR2301 0 0 

普通小麦郑州进厂价 

郑麦 366 郑州进厂价 

郑州面粉出厂价 

3150 

3240 

3600 

-60 

-100 

持平 

PM2207 

WH2303 

0 

3488 

0 

0 

W2207 

(CBOT) 

1093 

美分/蒲式

耳 

+53 

美分/蒲式

耳 

湛江三级菜籽油出厂价 

南通三级菜籽油出厂价 

14600 

14700 

+50 

+50 

OI2209 14092 -41 

RS2211 

(ICE) 

1042.6 

加元/吨 

+3.3 

加元/吨 

荆州普通油菜籽入厂价 6900 +100 RS2209 6796 +27 

福建菜籽粕日均价 

湛江普通菜籽粕出厂价 

3820 

3820 

+10 

+30 

RM2209 3734 +24 

山东东部油用花生米入厂价 8500 持平 PK2210 10336 +50 N/A N/A N/A 

山东栖霞 80#纸袋红富士苹果

最高价 
9200 持平 AP2210 9096 +239 N/A N/A N/A 

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 

新疆一级灰枣 

12250 持平 CJ2209 11570 -50 N/A N/A N/A 

南宁白糖站台价 

广西白糖现货成交指数 

6040 

5976 

持平 

+8 
SR2209 6080 -10 

SB2207 

(ICE) 

19.56 

美分/磅 

+0.27 

美分/磅 

CC index 3128B 

CN cotton B 

21380 

21413 

-146 

-97 
CF2209 20415 +135 

CT2207 

(ICE) 

137.74 

美分/磅 

-0.44 

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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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货 价格 涨跌 国内期货 收盘价 涨跌 外盘期货 结算价 涨跌 

CY C32 

CY JC40 

28120 

31600 

-50 

-70 
CY2209 26745 +235 N/A N/A N/A 

CCF 内盘 PTA 日均价 

CCF 涤纶 POY 150D 

7175 

8880 

+400 

+130 
TA2209 7122 +414 

CL2207 

(CME) 

118.50 

美元/桶 

-0.37 

美元/桶 

CCF 1.56dtex×38mm 直纺

短纤出厂价 
8675 +310 PF2209 8646 +386 N/A N/A N/A 

山东尿素报价区间 3160-3200 N/A UR2209 2955 +22 N/A N/A N/A 

华东甲醇报价区间 2800-2930 N/A MA2209 2863 +4 N/A N/A N/A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低端报价 1730 持平 FG2209 1799 +19 N/A N/A N/A 

华中地区重碱市场价 3100 持平 SA2209 3033 -94 N/A N/A N/A 

中国煤炭市场网秦皇岛港

5500 千卡/千克动力煤平仓价 
900 持平 ZC2209 870.0 -9.0 

MTF2206 

(CME) 

330.00 

美元/吨 

+6.50 

美元/吨 

河北市场硅铁 72 合格块报价 

江苏市场锰硅 FeMn65Si17

报价 

9250 

8580 

持平 

持平 

SF2209 

SM2209 

9410 

8512 

+20 

-18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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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 

陈稻拍卖行情转好 稻谷行情继续趋稳 

粮油市场报 

5 月下旬，各地夏收陆续展开，粮食市场购销转向小麦，距离新季早稻上市仍有一个多月

时间，目前仍处于青黄不接时期，现货市场行情整体保持稳中偏弱走势。最低收购价稻谷拍卖

常态化进行，各级地方储备稻谷仍处于轮出高峰期，加上部分地区为小麦收购腾仓，加快稻谷

去库存进度，原粮供应充足，终端大米需求偏弱，供需宽松下，稻米价格下行压力仍较大。 

本周拍卖行情略转好，成交量突破 5 万吨，主要原因是黑龙江粳稻成交量大幅提升。国家

粮食交易中心统计数据显示，5 月 31 日共计投放政策性稻谷 90.91 万吨，实际成交 5.36 万

吨，成交率 5.89%，成交均价 2586 元/吨。与上周相比，成交量大幅增加 3.43 万吨，成交均

价提高 30 元/吨。分品种看，粳稻投放 30.83 万吨，成交 4.46 万吨，成交率 14.47%，最高

价 2660 元/吨，最低价 2560 元/吨，均价 2600 元/吨，成交仍集中在江苏省 2019 年产粳稻、

安徽省 2019 年产粳稻、黑龙江 2018 年和 2020 年产粳稻；中晚籼稻投放 30.25 万吨，成交

0.9 万吨，成交率 2.96%，最高价 2560 元/吨，最低价 2480 元/吨，均价 2513 元/吨，成交

集中在河南省 2019 年产中晚籼稻和安徽省 2018 年产中晚籼稻；早籼稻投放 29.84 万吨，结

果全部流拍。 

综合统计，截至 5 月 31 日，2022 年政策性陈稻拍卖已经进行了 12 次，共计投放 2018

年至 2021 年产陈稻 1789.57 万吨，实际成交 36.16 万吨，成交率 2.02%，成交均价 2591 元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量大幅减少 462.69 万吨，减幅 92.75%。从成交结果来看，本周

最低收购价稻谷拍卖行情较上周略转好，粳稻市场主体参拍积极性有所提高，成交区域进一步

扩大。      

除了最低收购价稻谷拍卖行情好转外，超期存储稻谷拍卖行情持续火爆。据统计，5月26

日超期存储稻谷共投放 208.2 万吨，成交率 100%。其中，吉林 38.7 万吨、黑龙江 122.1 万

吨、江苏 8 万吨、安徽 14.4 万吨、江西 12.5 万吨、河南 2.1 万吨、湖北 10.4 万吨。三等粳

稻拍卖底价 1600 元/吨，三等籼稻拍卖底价 1700 元/吨。截至 5 月 19 日，2022 年超级存储

稻谷总成交量已经达到 868 万吨，加快了陈稻去库存进度。 

5 月末，稻谷市场供需宽松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稻谷行情整体保持稳中偏弱走势，上

涨动能不足。截至 5 月 31 日，各地稻米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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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陈早稻出库价 2570 元/吨，晚籼米批发价 362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宜春

中晚籼稻收购价 2610 元/吨，下跌 30 元/吨；陈晚籼稻出库价 2455 元/吨，持平。 

湖南：益阳圆粒陈早稻出库价 2720 元/吨，周环比上涨 20 元/吨。益阳普通中晚籼稻收

购价 2700 元/吨，长沙 2680 元/吨，郴州 2680 元/吨，衡阳 2640 元/吨，常德 2620 元/吨，

均持平；株洲 2680 元/吨，下跌 20 元/吨。长沙陈晚籼稻出库价 2440 元/吨，晚籼米批发价

3800 元/吨，均持平。 

湖北：荆州普通新季晚籼稻收购价 2640 元/吨，荆门 2640 元/吨，襄阳 2640 元/吨，武

汉 2600 元/吨，黄冈 256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荆州陈晚籼稻出库价 2500 元/吨，持平；

武汉“黄华占”稻谷收购价 2740 元/吨，随州“两优”稻谷到厂价 2660 元/吨。 

福建：福州早籼米批发价 3570 元/吨，中晚籼米批发价 4100 元/吨，均持平；东北圆粒

粳米批发价 4480 元/吨，下跌 20 元/吨。 

广东：汕尾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 2870 元/吨，惠州 2870 元/吨，清远 2860 元/吨，江门

286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清远陈晚籼稻出库价 2480 元/吨，下跌 60 元/吨。广州早籼米

批发价 3540 元/吨，晚籼米批发价 3600 元/吨，均持平；广东地区进口泰国大米销售价 3840

元/吨，上涨 60 元/吨；进口越南大米销售价 4050 元/吨，上涨 50 元/吨。 

安徽：马鞍山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 2680 元/吨，池州 2660 元/吨，阜阳 2620 元/吨，滁

州 2600 元/吨，六安 258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六安陈晚籼稻出库价 2540 元/吨，持平。

马鞍山普通粳稻收购价 2820 元/吨，宣城 2820 元/吨，铜陵 2820 元/吨，巢湖 2820 元/吨，

安庆 2800 元/吨，均持平；巢湖陈粳稻出库价 2660 元/吨，上涨 20 元/吨。 

江苏：镇江普通新季粳稻收购价 2900 元/吨，淮安 2840 元/吨，扬州 2840 元/吨，南通

280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连云港 2900 元/吨，下跌 20 元/吨；宿迁 2860 元/吨，下跌 40

元/吨；盐城 3000 元/吨，上涨 60 元/吨；徐州 2860 元/吨，下跌 20 元/吨。盐城陈粳稻出库

价 2740 元/吨，持平。 

吉林：长春普通粳稻收购价 2900 元/吨，梅河口 2900 元/吨，周环比均上涨 10 元/吨；

辽源 2840 元/吨，上涨 20 元/吨；松原 2850 元/吨，白山 2835 元/吨，白城 2820 元/吨，均

持平。白城陈粳稻出库价 2700 元/吨，持平。 

黑龙江：建三江地区普通圆粒粳稻收购价 2680 元/吨，绥化 2640 元/吨，鸡西 2600 元/

吨，双鸭山 260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佳木斯 2640 元/吨，哈尔滨 2600 元/吨，均下跌 40

元/吨；牡丹江 2780 元/吨，上涨 40 元/吨。建三江地区陈粳稻出库价 2610 元/吨，持平；圆

粒粳米批发价 3540 元/吨，下跌 10 元/吨；油糠批发价 2700 元/吨，上涨 20 元/吨。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3 

 

联合国粮农组织：5 月份全球食品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汇易网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周五表示，继 3 月份创下历史新高后，5 月份全球食品价格连续

第二个月下跌，主要因为植物油价格回落。 

5 月份 FAO 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57.4 点，低于 4 月份修正后的 158.3 点（早先公布的

数据为 158.5）。尽管环比下跌，但是仍然比去年同期高出 22.8%。 

5 月份全球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2.2%，其中小麦价格环比上涨 5.6%，同比上涨

56.2%。FAO 表示，由于印度（从 5 月 14 日）宣布小麦出口禁令，以及乌克兰产量预计下降，

小麦价格创下新高。 

5 月份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下跌了 3.5%，部分原因是印尼决定取消实施了三周的棕榈油

出口禁令。FAO 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洛·库仑表示，出口限制造成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价格飙升、波动加剧。植物油价格下跌凸显取消出口限制并允许出口顺利进行的重要

性。 

5 月份肉类价格指数上升了 0.6%，世界牛肉价格稳定，猪肉价格下降，但是家禽价格急

剧上涨。 

FAO 预测 2022/23 年度全球谷物产量将会四年来首次下降 

FAO 周五首次发布 2022/23 年度的全球谷物产量预测，预计下一年度全球谷物产量为

27.84 亿吨，较 2021 年的创纪录水平减少 1600 万吨，这将是四年来首次下跌。 

FAO 预计下一年度玉米、小麦和水稻产量将下降，而大麦和高粱产量将增加，这些预测

是基于已经播种的作物状况和尚未播种作物的种植意向。 

FAO 预计 2022/23 年度世界谷物消费量将达到 27.88 亿吨，同比减少 0.1%，这也是 20

年来的首次收缩。 

6 月 6 日 CBOT 糙米日评：糙米收涨，基准期约收高 2.6% 

汇易网 

周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糙米期货收盘上涨，主要因为邻池玉米和小麦市场大涨，

带来比价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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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收盘，糙米期货上涨 27.50 美分到 46.5 美分不等，其中 7 月期约收高 43.5 美分，报

收 17.23 美元/美担；9 月期约收高 46.5 美分，报收 17.525 美元/美担；11 月期约收高 43 美

分，报收 17.605 美元/美担。 

成交最活跃的 7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6.765 美元到 17.25 美元。 

美国农业部盘后发布的作物周报显示，截至 6 月 5 日，美国稻米优良率为 72%，一周前

为 71%，上年同期为 75%。 

周一，基准期约的成交量估计为 508 手，上个交易日为 460 手。空盘量为 7027 手，上

个交易日为 7,130 手。 

小麦 

6 月 6 日国内小麦价格涨跌互现 

汇易网 

近日，我国小麦市场价格涨跌互现，各用粮企业和粮库入市收购增加。华北制粉企业新麦

价格区间 1.5-1.6 元/斤，粮库三等容重 1.45 元/吨起。 

河北邢台小麦价格小幅波动，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6 元/斤-1.57 元/斤，较前几

日波动 0.01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5%。 

山东菏泽小麦价格走势坚挺，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6 元/斤，标准略降至容重

790g/L，水分 11.5%。 

山东德州小麦价格涨跌互现，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1.59 元/斤，较前几

日波动 0.01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2.5%。 

山东枣庄小麦价格下跌调整，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75 元/斤，较前几日下跌

0.02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3%。当地直属库收购新麦一等容重价格 1.51 元/斤。 

山东泰安小麦价格基本稳定，当地粮库直属库新小麦收购价 1.49 元/斤-1.51 元/斤，较昨

日持平；容重 750-790g/L，水分 12%。 

山东临沂小麦价格稳中有落，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5 元/斤-1.58 元/斤，较昨日

下降 1 分/斤；容重 770-790g/L，水分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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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乡小麦价格稳中小涨，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1.59 元/斤，较前几

日小涨 0.01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2.5%，净粮。 

河南商丘小麦价格相对平稳，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6 元/斤，较上周持平；容重

780g/L，水分 12.5%。 

河南郑州小麦价格稳中有升，当地粮油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6 元/斤-1.57 元/斤，容重

780-790g/L 以上，水分 12.5%。 

河南驻马店小麦价格稳中略涨，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48 元/斤-1.555 元/斤，较

昨日小涨 0.5 分/斤；容重 780g/L 以上，水分 12.5%以内。 

河南周口小麦价格总体持稳，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4 元/斤-1.55 元/斤，较昨日

持平；容重 785g/L 以上，水分 12.5%。 

安徽亳州小麦价格温和回落，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45 元/斤-1.56 元/斤，较昨

日小跌 0.5 分/斤；容重 780g/L 以上，水分 12.5%。 

江苏徐州小麦价格有所提升，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较前几日上涨 0.02

元/斤；容重 790g/L，水分 12.5%。 

江苏宿迁小麦价格基本稳定，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25 元/斤，较昨日持平；容

重 780/L，水分 12.5%。 

陕西咸阳小麦价格涨跌互现，当地制粉企业新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1.58 元/斤，较前几

日 1-2 分/斤波动；容重 780g/L 及以上，水分 12.5%以内。 

SovEcon 预计俄罗斯 2022/23 年度小麦出口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汇易网 

咨询公司 SovEcon 周五表示，2022/23 年度（7-6 月）俄罗斯小麦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

4230 万吨，比早先预期提高了 130 万吨。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向中东和非洲供货。自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金融以及航运制裁，虽然制裁未直接针对谷物出口，但是导致物流和支付

变得复杂。 

SovEcon 的负责人安德烈·西佐夫称，俄罗斯在新季对全球小麦市场的影响可能前所未有。

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谷物出口一直中断。乌克兰也是世界主要的小麦供

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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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con 的小麦出口预估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到 7 月份时，当前年度的小麦出口配额已

经到期，因此俄罗斯将积极恢复出口。除了现有的出口关税和 2 至 6 月的配额外，俄罗斯不会

出台任何限制出口的措施。 

SovEcon 预计 2022/23 年度俄罗斯所有谷物出口量为 5450 万吨，几乎与 2017/18 年度

的历史纪录 5460 万吨相当。 

该公司预计政府将购买 110 万吨小麦，以补充政府库存。这对供需平衡的影响有限。 

6 月 6 日 CBOT 小麦日评：麦价大涨，基准期约收高 5.1% 

汇易网 

周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软红冬小麦期货收盘大幅上涨，因为黑海出口前景令人

担忧，冬小麦作物状况较差。 

截至收盘，小麦期货上涨 38.25 美分到 53 美分不等，其中 7 月期约收高 53 美分，报收

1093 美分/蒲式耳；9 月期约收高 52.75 美分，报收 1104.50 美分/蒲式耳；12 月期约收高

52.25 美分，报收 1115.25 美分/蒲式耳。 

成交最活跃的 7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060 美分到 1108.75 美分。 

美国农业部发播的周度出口检验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2 日的一周，美国小麦出口

检验量为 352,779 吨，上周 344,907 吨，去年同期为 531,921 吨。 

美国农业部盘后发布的作物周报显示，截至 6 月 5 日，美国冬小麦优良率为 30%，高于

一周前的 29%，但仍落后上年同期的 50%。收割工作完成约 5%，上年同期为 2%，五年平均

进度为 6%。 

周一，基准期约的成交量估计为 56,628 手，上个交易日为 38,400 手。空盘量为 137,598

手，上个交易日为 140,791 手。 

 

菜系 

中粮集团规划加大油菜籽收购量 能收尽收 

中华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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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粮油自给能力，我国去年提出要扩种大豆和油料，今年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目前，中国夏收油料作物喜获丰收。记者 2 日从中粮集团获悉，中粮在湖北的三家工厂规

划加大收购量，预计规模有望较去年翻两至三番。 

我国长江流域是扩种油料潜力最大的产区。受 2021 年油菜籽价格高企及政策支持影响，

油菜种植比较收益明显改善，农民油菜种植积极性大幅提高，2021 年湖北冬播油菜种植较上

年显著增长。 

中粮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中粮集团的油菜籽收购主要布局在长江沿线，在湖北设有三家

加工厂，在今年油菜籽产量高、价格高“双高”的形势下，中粮在湖北的三家工厂规划加大收

购量，规模有望较去年翻两至三番。 

“中粮作为油脂行业领头羊，本着‘能收尽收’的原则，坚持敞开收购，一来是为农户提

供方便，切实保障农户利益。二来是积极稳定市场供应、有力保障油脂产业链稳定有序运

行。”该负责人表示。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 5 月 18 日开秤收购以来，已收购油菜籽 2.8 万多吨，

成为目前全国收购油菜籽最多的企业之一。据统计，其平均日收购量达 1800 多吨，日均支付

农民油菜籽款 1000 多万元。 

前述负责人表示，2022 年湖北油菜籽从上市之初的 3.2 元/斤一路上涨至目前最高的 3.5

元/斤，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农民油菜籽销售积极性高，上市进度较往年加快。 

6 月 6 日我国国产加籽粕市场小幅上扬 

汇易网 

江苏南通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稳中略涨，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3850 元/吨，较

昨日小涨 40 元/吨； 

福建厦门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小幅上扬，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3890 元/吨，较

昨日小涨 40 元/吨； 

广东东莞贸易商（基差）国产加籽粕价格基差报价为主，广东东莞贸易商（基差）报价

2209+90； 

广西防城港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基差报价为主，广西防城港贸易商报价 2209+100。 

6 月 6 日我国菜油市场区间波动 

汇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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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菜油价格区间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690 元/吨-147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

午盘面小跌 50 元/吨。贵州菜油价格区间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640 元/吨-14700 元

/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50 元/吨。湖北菜油价格区间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880 元/吨-149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50 元/吨。安徽菜油价格小幅波动，当

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740 元/吨-148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50 元/吨。江苏

张家港菜油价格小幅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590 元/吨-146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

上午盘面小跌 50 元/吨；四级菜油预售基差报价集中在 09+550-600 元左右。广西菜油价格小

幅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440 元/吨-145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50 元

/吨；四级菜油预售基差贸易商报价集中在 09+300-400 元左右。福建菜油价格波动不大，当地

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340 元/吨-144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50 元/吨；四级菜

油现货基差 09+200-300 左右。 

苹果 

6 月 6 日山东苹果价格行情 

卓创资讯 

位置 规格 套袋方式 品种 平均价（元/吨） 

山东栖霞 80mm 以上 纸袋 一二级条红 9200 

备注：目前苹果现货价格采用客商货报价，采纳现货中较为主流，更贴近于期货交割标准的苹

果进行报价，则针对现阶段苹果的报价公式为：报价=最高价×2000。 

白糖 

6 月 6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持稳 

MUTIAN 

6 月 6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持稳，总体成交一般。 

广西： 

  南宁中间商站台报价 6040 元/吨，仓库报价 602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南宁集团厂内车板报价 5960-601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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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中间商报价 5910-5950 元/吨；大理报价 5880-5920 元/吨；祥云报价 5890-5920 元/

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集团昆明报价 5940-5950 元/吨；大理、祥云报价 5910-592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

般。 

广西：截至 5 月底产销率 54.98%，同比增加 3.21 个百分点 

MUTIAN 

2021/22 年榨季广西全区共入榨甘蔗 5019.41 万吨，同比增加 98.41 万吨；产混合糖

611.94 万吨，同比减少 16.85 万吨；产糖率 12.19%，同比下降 0.59 个百分点。 

截至 5 月 31 日，广西累计销糖 336.45 万吨，同比增加 10.90 万吨；产销率 54.98%，同

比增加 3.21 个百分点；工业库存 275.49 万吨，同比减少 27.75 万吨。 

其中 5 月份单月销糖 62.48 万吨，同比增加 10.52 万吨。 

棉花 

6 月 6 日皮棉现货价平稳 市场成交一般 

中国棉花网 

节前纺织企业点价成交增多，原料库存得以增加。6 月 6 日，随着期货偏稳运行，下游纱

价走弱，纺织企业继续采购意愿降低，挂单点位大幅下调，现货市场成交减少。据安徽某小型

纺企表示，混纺纱原料价格高位坚挺，厂家利润空间有限，后期若皮棉继续下跌或有可能转纺

全棉纱线。下游需求一般，皮棉现货整体市场成交迟缓。据了解，多数新疆棉 21/31 级长度

28，强力 27.5-29 ，含杂 2.5 以下等各项指标不等基差或一口价销售提货价多在 21100-22400

元/吨。 

6 月 6 日 ICE 棉花期货价格 

交割月 开盘价(美分/磅) 最高价(美分/磅) 最低价(美分/磅) 结算价(美分/磅) 涨跌(美分/100 磅) 

2022-07 139.48 141.59 136.96 137.74 -44 

2022-10 127.05 128.61 126.75 127.92 126 

2022-12 118.51 120.00 117.06 119.80 190 

2023-03 113.23 115.23 112.72 115.11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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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 110.01 111.96 109.72 111.92 162 

2023-07 106.61 108.50 106.32 108.49 131 

2023-10 - - - 100.44 74 

2023-12 93.41 94.50 93.15 94.24 48 

2024-03 - - - 92.99 48 

2024-05 - - - 91.99 48 

棉纱 

6 月 6 日中国纱线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吨） 涨跌（元/吨） 

6 月 6 日 CY OEC10 17100 50 

6 月 6 日 CY C32 28120 -50 

6 月 6 日 CY JC40 31600 -70 

6 月 6 日 CY T32 12950 220 

6 月 6 日 CY R30 18480 0 

6 月 6 日 CY T/C45 20500 0 

6 月 6 日 CY T/R32 16150 0 

6 月 6 日中国坯布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米） 涨跌（元/米） 

6 月 6 日 CG OE10 9.05 0 

6 月 6 日 CG C32 6 0 

6 月 6 日 CG JC40 8.6 0 

6 月 6 日 CG R30 4.25 0 

6 月 6 日 CG T/C45 4.7 0 

 

PTA 

6 月 6 日 PTA 现货市场大幅上涨 

中国化纤信息网 

今日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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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盘市场： 

今日 PTA 期货振荡上涨，现货市场商谈尚可，现货基差偏强，午后个别低价出货，日内

个别主流供应商出货，贸易商和聚酯工厂均有采购。6 月中上货源在 09+105~115 有成交，

成交价格区间在 7050-7250 附近。6 月下在 09+110~105 有成交。今日主港主流货源基差在

09+110。 

市场成交动态： 

早盘 PTA 期货宽幅上涨，现货市场商谈气氛一般，基差暂稳。个别主流供应商报盘在

09+102。6 月中贸易商报盘在 09+110 附近，递盘在 09+100 附近，商谈价格区间在 7050-

7190 附近。6 月下报盘在 09+115 附近，递盘在 09+105。据悉早盘 6 月中在 09+105 有成

交。 

午后 PTA 期货高位振荡，现货市场商谈一般，现货商谈在 09+110 附近成交，少量在

09+105 成交。 

后市行情简析 

短期来看，本周 PTA 装置负荷陆续提升，供需量逐渐增加，不过全球成品油消费良好，

价格高涨导致 MX 和甲苯价格高位，不仅成本上带动了 PX 价格，更可能导致 PX 供应量出现

意外下降，PX 表现强势，且 PTA 加工费再次压缩，降至 20 元/吨，在目前基本面尚可的情况

下存小幅修复预期，预计 PTA 补涨。 

6 月 6 日聚酯切片市场大幅上涨 

中国化纤信息网 

市场表现 

日内聚酯原料期货大涨，TA 午后一度触及涨停板，聚酯切片工厂报价大幅上调，午后局

部报价再次上调，半光主流工厂报至 8200-8250 元/吨现款，有光主流工厂报 8150-8250 元/

吨现款，局部略高或略低，实盘商谈。 

后市行情简析 

原油维持强势，近期 PX 暴涨带动聚酯成本端大幅走高，目前切片工厂库存不多，短期价

格跟涨原料为主，但后续终端订单跟进仍有待观察，预计短期聚酯切片价格维持强势，后市关

注原油价格、聚酯原料走势、聚酯开工负荷、终端开工负荷以及订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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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江浙涤纶长丝市场跟涨原料 

中国化纤信息网 

昨日市场回顾 

上周欧美国债收益率走高，原油连涨六周，汽油连创历史新高。美国 5 月非农就业数据超

预期；沙特将上调 7 月份销往亚洲的所有种类原油价格。 端午节 PX 大涨 71 美元，推动聚酯

成本进一步抬升，假期涤纶长丝、短纤、切片报价多有上调。 

今日总结及后市展望 

端午期间，江浙涤丝重心上涨 50-150，今日午后继续补涨 50-200 不等。日内 PTA 期货

多次触及涨停，聚酯原料成本强势推涨，受此带动今日市场集中补库，产销整体放量。短期预

计丝价偏强为主。后市关注原油价格、聚酯原料走势、聚酯开工负荷、终端开工负荷以及订单

情况。 

短纤 

6 月 6 日直纺涤短市场大幅跟涨 

中国化纤信息网 

涤短及涤纱市场表现 

直纺涤短： 

受 PX 大涨带动，端午期间直纺涤短工厂报价普遍上调 100-200 元/吨。今日部分补涨

100-200 元/吨，部分维稳，成交重心继续跟进，今日半光 1.4D 主流商谈 8650-8850 元/吨。

下游适度补仓，今日平均产销 118%。 

基差维持，江阴某大厂货源 07+50 元/吨，新凤鸣货源 07+120 元/吨。 

各地市场成交重心： 江浙 1.4D 主流商谈 8600-8800 元吨出厂或短送，福建主流 8650-

8700 元/吨现款短送，山东、河北主流在 8750~8950 送到。  

涤纱： 

原料上涨带动，纯涤纱及涤棉纱跟涨，低位销售尚可，高位一般。 

总结及展望：PX 维持大幅上涨，成本推动下，直纺涤短将继续大幅跟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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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短纤价格指数 

中国化纤信息网 

产品 今日 昨日 涨跌幅 日期 

1.4D 直纺涤短 8755 8445 310 06/06 

原生低熔点短纤 9130 8930 200 06/06 

棉花 328 级 20990 20875 115 06/06 

涤棉纱 65/35 45S 20500 20500 0 06/06 

缝纫线 40S/2 17700 17500 200 06/06 

32S 纯涤纱 12950 12730 220 06/06 

备注：1.4D 直纺涤短价格为华东市场送到价，含运费 80 元/吨，主要由主流厂家在江

浙、福建、山东市场走货权重比例计算而得。单位：元/吨。 

尿素 

6 月 6 日国内尿素市场局部上涨 

金联创 

今日国内尿素市场稳中窄幅上探，部分上调 20-40 元/吨。目前山东地区小中颗粒主流出

厂 3160-3200 元/吨，高位较节前涨 20 元/吨。市场买涨心态较重，企业价格上探后成交有好

转。下游采购虽显谨慎，但少数仍有提前备货操作。部分地区因需求偏弱，实际成交略有下滑。

整体来看，市场稳多动少，刚需采购支撑为主，恐高情绪尚存。短期内多空并存，预计后市尿

素市场或维持稳中局部窄幅波动行情。 

6 月 6 日国内主要尿素市场现货价格 

金联创 

区域 报价区间 涨跌 

山东 3160～3200 -～↑20.00 

河南 3190～3220 ↑20.00～↑30.00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3&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35&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44&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94&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195&type=dd
https://www.ccf.com.cn/datacenter/price.php?monitorId=71&typ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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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3280～3300 ↓20.00～↓30.00 

河北 3150～3160 -～↑10.00 

安徽 3250～3300 ↑20.00～- 

备注：报价为国内小颗粒尿素市场价格。单位：元/吨。 

甲醇 

6 月 6 日国内甲醇市场重心略上移 

金联创 

国内甲醇市场重心略上移，如港口走高 10-15 元/吨，河南及山东局部上移 10-50 元/吨，

关中及甘肃部分新单对接尚可。端午假期以来，在油价大涨、煤炭成本持续偏强支撑下，甲醇

市场上涨传导至港口、内地的逻辑演绎持续；期间宏观货币及经济刺激利多亦有。不过，盘面

拉涨整体基差维持趋弱，当前供需基本面仍显偏弱，买盘跟进心态谨慎、运价上移等因素尚存，

短期看，现货市场或稳中推涨跟进，然幅度相对保守。另关注内蒙古局部疫情对运输等影响。 

6 月 6 日亚洲甲醇收盘动态 

金联创 

单位：美元/吨 

价格类型 买盘 卖盘 
买涨（+） 

跌（-） 

卖涨（+） 

跌（-） 

CFR 中国 350 355 
0 0 

CFR 东南亚  395 400 0 0 

6 月 6 日欧美甲醇收盘动态 

金联创 

价格类型 买盘 卖盘 
买涨（+） 

跌（-） 

卖涨（+）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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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湾现货价 

美分/加仑 
111 112 0 0 

FOB 鹿特丹 

欧元/吨 
367 369 +1 +1 

 

玻璃 

偏弱整理，交投平平（20220606） 

卓创资讯 

今日国内浮法玻璃市场偏弱运行，交投一般，价格成交灵活。华北近日部分有所下调，整体

成交较灵活，成交一般；华东今日多数暂报稳，成交情况一般，产销 6-7 成不等，安徽凤阳价格

下调 2 元/重量箱；华中今日多数下游坚持按需补货，整体交投偏淡，厂家库存均有不同程度增

加；华南广东部分厂家让利吸单，成交仍显一般；东北调整后暂稳，部分出货尚可；西北近日稳

价观望，个别厂色玻存保价政策。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报价（6 月 6 日） 

卓创资讯 

元/吨 

规格 河北安全 河北长城 武汉长利 湖北亿钧 湖北三峡 湖北市场 山东市场 

5mm 1727  1712  1860  1760  1840  1740  1800  

6mm 1728  1726  1860  1760  1840  1740  1800  

纯碱 

下游需求平稳 市场高位运行（20220606） 

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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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国内纯碱市场高位盘整，市场交投气氛温和。华昌化工纯碱装置开工 9 成左右，云南大

为尚未开车运行。今日期货盘面下行，纯碱厂家本周价格变动不大，目前部分厂家已经接单至本

月中下旬。 

华中地区纯碱市场高位运行，河南地区部分轻碱出厂价格在 2830-2850 元/吨，低端严格控

制接单，重碱出厂价格在 2950-3000 元/吨。华东地区纯碱市场高位盘整，江苏地区地厂家轻碱

主流出厂价格在 2900-3100 元/吨，部分厂家控制接单，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3050-3100 元

/吨。 

6 月 6 日国内主要市场重质纯碱现货价格 

卓创资讯 

市场 价格 （元/吨） 日涨跌（元/吨） 价格条件 

华北地区 3030-3150 -20/0 银行承兑汇票 180 天不贴息支付 

西北地区 2700-29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中地区 3050-31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东地区 3050-31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东北地区 3150-320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南地区 3200-3300 0/5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西南地区 3050-31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备注：除西北地区为出厂价外，其余地区均为送到价格。 

动力煤 

复工复产提速下需求兑现力度是关键 

  中国煤炭市场网 

  近日，北方港口累库加快，截至 5 月 31 日，北方九港库存 2252.7 万吨，周环比增加

159.2 万吨，同比减少 192 万吨，目前整体库存处于高位。发运利润支撑下，贸易商发运积

极，铁路运量基本维持满发状态，短期港口调入量将维持高位。但 6 月份大秦线开天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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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运量产生一定影响，同时随着新月度长协兑现开始，短期港口调出量将回升，港口累

库速度将放缓。 

  复工复产提速，日耗预期回升。一是，宏观方面，政策刺激力度加大。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涉及六个方面 33 项措施）。二是，疫情最差时间已

过，复工复产提速。6 月 1 日起上海复工复产全面推进。同时，为优化企业复工达产政策，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建立复工达产“白名单”制度。另外政策上，在发生疫情时鼓励具备条件的企

业进行闭环生产，保障其稳定生产，原则上不要求停产。 

  但煤耗回升力度仍需观察。一是，水电出力高位，对火电替代效应增强。近期，三峡出库

流量较往年同期偏高，5 月日均出库量 19887 立方米/秒，同比增加 25.4%。6 月上旬南方大

部降雨偏多。未来 10 天，江南、华南及西藏东南部、贵州、重庆、四川南部、云南等地多降

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 100～180 毫米，江南南部、广西北部及广东等地局地有 250

毫米以上。二是，高温天气偏少。未来十天，仅 6 月 2-3 日，京津冀、河北中南部、河南、

山东、关中平原等地有 35～38℃的高温天气，民用电或继续受限。三是，复工复产是一循序

渐进的过程，初期对日耗拉动作用或低于预期。 

  在复产复工叠加迎峰度夏期，虽然目前耗煤旺季仍未到来，但在工业生产加快下，终端采

购需求仍存。市场在终端需求恢复预期下，情绪将维持偏强。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

1.59 亿吨以上，同比增加 5000 多万吨的高位库存下，市场预期与现实的博弈将继续持续，在

预期支撑下，港口煤价仍将受到港成本的支撑。 

  在复工复产提速下，终端刚需采购或增加，但受到中长期合同以及政策调控影响，煤价仍

以震荡为主。后续重点关注疫情进展及耗煤需求变化。 

沿海煤市或迎供需两旺 

  秦皇岛煤炭网 

  三月份以来，除化工用煤保持增长外，电力、冶金、建材等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

煤炭市场供需关系趋缓。四、五月份，受电厂机组检修以及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沿海煤炭市

场继续保持平淡走势。六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天气转热，煤炭需求回升，叠加主

产区煤炭产能的加快释放，沿海煤炭市场将迎来供需两旺走势。 

  煤市保持供需平衡 

  今年 1-4 月份，全国煤炭产量 14.48 亿吨，同比增长 10.5%，全国进口煤炭 7541 万吨，

同比减少 1472 万吨。1-4 月份，我国煤炭消费数量约为 14.42 亿吨，同比下降 0.7%。三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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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除化工行业用煤保持增长外，电力、冶金、建材等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同比略有减少，促

使煤炭市场供需紧张格局得到缓解。此外，积极推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完善煤

炭中长期交易价格机制，确保民生用煤需要；截止目前，无论是统调电厂，还是重点电厂、沿

海电厂，存煤均达到今年同期最高水平。 

  回顾四月份，北方供暖任务结束，电厂日耗回落。传统用煤淡季，电厂机组检修。叠加建

材、化工等非电行业受疫情影响，停工或减产，对市场煤的采购暂缓，煤炭市场需求不振。进

入五月份，大秦线春季检修 20 天，煤炭调进受影响；但受企业复工缓慢、限价政策等因素影

响，电厂采购数量一般。煤炭运输仍以长协为主，买卖双方成交僵持，观望情绪加重，煤炭市

场供需双弱。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各地有序推进复商复市复工，下游煤炭消费需求

逐渐回暖。从五月底开始，电厂日耗逐渐回升，沿海八省终端电厂日耗回升至 160-170 万

吨，非电行业拉运积极性也在恢复，市场逐渐回暖。 

  需求低迷期渐行渐远 

  煤炭市场最低迷的时节或已过去。俄乌冲突加剧，造成国际煤价高企，海外动力煤市场供

需紧张。一方面，俄罗斯出口数量仅次于印尼和澳大利亚。自冲突发生后，包括运输、结算等

方面都对俄煤出口带来影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煤炭的进口禁令也将重塑全球海运煤的贸易格

局。另一方面，俄乌战事也造成欧洲天然气与电价大涨，发电紧张形势日趋严峻。今年以来，

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主产区供给与外运存在困难；叠加进口价格倒挂、进口增量有限，促

使国内保供、保运、稳价等工作成为重中之重。目前，正值用煤淡、旺季的转化节点，沿海煤

炭市场受多方面因素扰动，困难与希望同在，期望与挑战并存。 

  我国华东地区部分地区疫情封控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非电用煤需求的不断释放，市场稳

中偏强。但是，受疫情和降雨等因素影响，东南沿海地区需求恢复缓慢。进入六月份，随着企

业复工复产节奏加快；叠加“迎峰度夏”临近，后市需求有所增加，煤炭市场供需两旺再现。

但政策要求加强对煤炭市场监管力度，严查虚假合同、哄抬物价行为。再加上煤炭产能不断释

放，主要下水通道外运畅通，以及水电发力等因素影响，预计六月上旬，煤炭市场仍将保持震

荡走势。六月中旬，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下游赶工期，电厂日耗回升，采购增加；水泥、建

材等非电行业用煤需求进一步增加，采购积极性提高。优质资源会出现紧张，市场交割活跃景

象将再现。 

  沿海煤炭市场即将转好 

  产地市场有支撑，由于坑口煤价坚挺，发运成本较高，部分贸易商减少到港发运量，市场

煤货源偏紧状态延续。近期受高温天气带动，印度增加海外采购，欧洲也在持续寻求除俄罗斯

以外的煤源，进一步加剧全球煤炭市场紧张，国内煤炭市场更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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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电厂和环渤海港口存煤均在高位，但随着经济复苏的加快，以及民用电负荷拉起，

部分中小电厂需要存煤。随着疫情后工业生产复苏与经营活动反弹，尤其上海地区复工加快，

上海市制定《加快经济复苏和重振行动方案》，涉及八个方面，50 条政策措施，要求打赢经

济恢复和重振攻坚战。上海经济复苏，能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用电量的复苏。随着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进度加快，且气温逐步提升，下游询货问价增多。上游主产地都在加快煤炭产能释放，

运煤铁路和港口开足马力，多装快运，保障能源供应和运输安全稳定。逐渐进入夏季用煤旺

季，叠加全国疫情好转，工企复产逐步推进，煤炭需求逐步回升，煤炭市场终于迎来供需两

旺。 

铁合金 

6 月 6 日 Mysteel 铁合金价格指数 

我的钢铁网 

型号 品种 价格 涨跌 

75A 硅铁 9320.83 0 

75B 硅铁 8800.07 0 

南方 硅锰 8193.78 -17.23 

北方 硅锰 8182.28 0 

全国 硅锰 8186.59 -6.46 

6 月 6 日锰矿港口现货价格指数 

我的钢铁网 

港口 品种 指标 价格 涨跌 

天津港 澳块 Mn45% 62 -0.1 

天津港 南非半碳酸 Mn36% 42 0 

天津港 加蓬块 Mn44.5% 55.6 0 

天津港 南非高铁 Mn30Fe22 32.6 0 

钦州港 澳块 Mn45% 60.5 0 

钦州港 南非半碳酸 Mn36% 40.6 +0.1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99-----030301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99-----030301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63-----03030202-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63-----03030202-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363-----03030202-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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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港 加蓬块 Mn44.5% 55 0 

钦州港 南非高铁 Mn30Fe22 35 0 

6 月 6 日河北市场硅铁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普通硅铁 72 合格块 9250 -  

普通硅铁 75 合格块 9700 -  

6 月 6 日江苏市场硅铁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普通硅铁 72 合格块 9300 -  

普通硅铁 75 合格块 9600 -  

6 月 6 日国内市场金属镁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产地 价格（元/吨） 中间价（元/吨） 涨跌 备注 

金属镁 99.9% 府谷 26500-27000 26750 -1750 现金出厂 

金属镁 99.9% 山西闻喜 27000-27500 27250 -1500 现金出厂 

6 月 6 日江苏市场锰硅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硅锰 FeMn65Si17 8580 - -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https://list1.mysteel.com/market/p-2123-----0303020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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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河南市场锰硅价格行情 

我的钢铁网 

品名 规格 价格 涨跌 备注 

硅锰 FeMn65Si17 8150 -  

硅锰 FeMn60Si14 7300 -100  

 

媒体看郑商所 

郑商所：持续加大力度促进投教工作开展 

期货日报 

  6 月 2 日，郑商所举办第 25 期会员“线上面对面”投资者教育工作专题会议。通过线上

形式与 150 余家合作单位开展交流。会上，郑商所相关业务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今年投教工作

的重点和安排，沟通了活动相关细节，解答了合作单位在活动推进中遇到的疑问。 

  一直以来，为加深投资者及社会公众对期货市场的认识、普及投资者适当性理念、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提高从业人员履行风险提示义务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郑商所持续支持合作单位开展投资者教育专项活动。 

  期货日报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2 年，郑商所年度投资者教育专项活动以“正确认识市

场，理性参与交易”为主题，围绕郑商所上市品种和业务，通过组织面向投资者、从业人员等

主体的讲座、培训等，普及知识教育、法规教育、适当性教育、风险警示教育、维权教育等内

容。5 月以来，郑商所已经先后启动了 2022 年度“期货知识进校园活动”、“投教先锋”评

选以及郑商所期权仿真交易大赛。 

  “郑商所的投教活动受众、宣传内容覆盖面广，且在期货知识普及上对不同的人群有一定

的针对性。例如，专项活动主要面对中小投教者及企业，‘期货知识进校园’活动则针对在校

学生。”在中粮期货营销中心负责人陈曦看来，郑商所多元化的投教活动帮助期货公司进一步

拓宽了工作思路，对公司投教工作形成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郑商所在新媒体创新运营层面给我们期货公司做了很好的榜样，例如抖音上比较火的期

货知识普及‘最 In 分析师’系列和活泼可爱的‘九点’IP 等。”一德期货互联网金融部总经

理李煜爽介绍，近年来，一德期货不仅连续多年联合多家高校参与“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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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模拟交易大赛，还积极组织客户参与郑商所期权仿真交易大赛，并承办“正确认识市场，理

性参与交易”等系列投资者教育活动，期待郑商所推出更多的培训和交流平台，在投教工作方

面形成更多高品质内容输出，共同促进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一些参会代表表示，由于当前期货公司在制作投教产品和产品投放方面经验不够丰富，在

知权、行权、维权投教内容的全面性和专业性上也有较大提升空间，希望郑商所在活动、渠

道、产品、内容方面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引导。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商所将全面贯彻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以交易者权益保护为核

心，未来继续积极履行期货交易场所“开展交易者教育和市场培育”的职责，进一步加大对投

教合作单位的支持力度，鼓励推出更多高质量原创投教产品，持续丰富投教内容形式，不断提

升投教工作的精准性，引导市场各方正确认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树立理性交易理念，持续培

养成熟、理性的交易者群体。（记者 张田苗） 

郑商所交割库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系列报道之二：西北地区：交割库带动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期货日报 

  独特的气候使西北地区成为棉花、红枣、苹果等期货品种核心主产区，同时西北地区矿产

资源丰富，铁合金、煤炭等行业独具优势。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郑商所在西北区域共设置

41 家交割库，涉及棉花、红枣、苹果、硅铁、锰硅、白糖等品种，上述交割库的设置极大地

便利了当地产业客户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有效降低了当地客户交割成本，提高了交割效率，通

过期货交割库布局等，促使西北地区优势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贴近现货格局设置期货库 

  新疆棉花产量已占国产棉的 90%，连续四年产量保持在 520 万吨以上，棉花已成为新疆

地区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根据现货产业格局变化，郑商所 2014 年启动在新疆设置中转交割仓

库，2017 年将棉花交割基准地移至新疆，在新疆设置交割仓库，目前新疆共设有 10 家棉花交

割仓库。新疆银棉储运有限公司（下称新疆银棉）地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优质棉花

的主产区，仓库位于北疆重要交通枢纽和北疆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旁边，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交通节点。 

  新疆有两宝：棉花与红枣，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全国红枣主产区。郑商所

2019 年 4 月 30 日上市了红枣期货，从此“小红枣”进入金融大行业，不断助力新疆红枣产

业提质增效，满足红枣产业规避价格风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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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枣期货上市后，通过在新疆设置红枣期货交割库，将红枣加工利润留在新疆。近日，郑

商所在新疆增设 3 家红枣交割仓库，截至目前在新疆共设置了 13 家红枣交割仓库，库容占比

超过 80%，2021/2022 年度红枣仓单注册超过 7 万吨，南疆红枣加工能力由 10%提升至

40%，呈现进一步提升的趋势，带动了当地就业。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既是兵团精神的概括，又将

新疆与陕北延安两个地方紧密相连。延安是我国苹果优生区和主产区，目前种植面积 300 多

万亩，约占全国的九分之一、陕西的三分之一，年产量超过 400 万吨，年产值上百亿元。延

安 60 多万果农由此脱贫致富，黄土高原因之增绿添彩。 

  作为郑商所指定苹果交割仓库、厂库和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资质的企业，近年来，中

国供销集团延长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延长果业）吸引了国内众多苹果贸易商来西部苹果产

区开展苹果期货业务，逐步改变了西部地区金融基础相对薄弱、产业标准化程度低的状况。 

  陕西华圣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华圣）位于西安市，华圣苹果期货交割库是郑

商所 2018 年批准的首批苹果交割仓库兼车（船）板服务机构之一，交割库容 1.5 万吨，位居

全国前列。从 2018 年开始设立交割库到目前为止，华圣苹果期货交割库共交割符合标准的苹

果 640 吨，在苹果期货交割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便利产业主体管理价格风险 

  据介绍，新疆银棉期货交割库充分发挥新疆棉花主产区的资源优势，在当地形成期货注册

仓单，通过仓单实现更快更便捷的销售，解决了棉花加工企业销售难题，并提升了货款回笼效

率。新疆银棉 2018 年成为棉花期货交割库以来，合计注册仓单约 80 万吨。新疆银棉副总经

理李玉新告诉记者，新疆银棉充分发挥交割库业务功能，及时掌握现货市场信息、拓展企业经

营业务；同时帮助棉花加工企业根据期货市场价格把握籽棉收购、加工的成本，控制好市场风

险，引导企业良性发展。 

  阿克苏西域惠农电子商务供应链有限公司（下称阿克苏西域惠农）位于阿克苏市，是我国

著名的“红枣之乡”。阿克苏西域惠农成为郑商所红枣交割仓库以来，交割库容持续扩大，仓

单注册规模、交割量呈现逐年跨越式上升的态势。新红枣年度，阿克苏西域惠农注册红枣标准

仓单 31060 吨，较 2020/2021 年度增加 28170 吨，增长近 10 倍。阿克苏西域惠农已经完成

交割（含期转现）9460 吨，较 2020/2021 年度增长近 3 倍。 

  2010 年之后，红枣供大于求问题凸显，价格面临逐年下跌的趋势，红枣产业主体规避红

枣价格下跌风险的需求强烈。“2019 年红枣期货上市之后，红枣产业主体终于拥有了避险工

具。”阿克苏西域惠农交割业务负责人陈斌表示，红枣期货标准仓单能够很好地缓解产业主体

在套期保值中保证金不足的问题，是充分发挥期货风险管理功能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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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枣产业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这部分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实力有限、专业知识欠缺、抗

风险能力较弱的问题。因此，大多数红枣产业主体直接参与套期保值的风险较大，基差贸易更

适合目前大多数红枣产业主体。”陈斌说，基差贸易的开展以标准仓单为媒介，因此阿克苏西

域惠农交割仓库的设立为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主体参与套期保值创造了有利条件，使阿克苏地

区红枣产业主体开展基差贸易等期现业务成为可能。这极大地提升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主体

参与红枣期货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当地红枣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了当地红枣产业主体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加快了红枣产业升级迭代的进程。 

  南疆地区幅员辽阔，城市之间往往相距数百公里，与交割仓库的距离不同使得各红枣加工

企业注册仓单的成本差异较大。红枣加工产业利润微薄，就近是否有交割仓库有时候是影响红

枣加工企业是否愿意参与红枣期货的重要因素。阿克苏西域惠农是阿克苏市唯一的一家红枣期

货交割仓库，不仅为阿克苏市、温宿县的红枣加工企业注册仓单、交割提供了便利，并且可以

辐射阿克苏市周边阿瓦提县、新和县、库车县等灰枣产区，极大地降低了上述地区红枣加工企

业注册红枣仓单的成本，为上述地区的红枣加工企业参与红枣期货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红枣期

货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获得郑商所苹果期货交割仓库及车（船）板服务机构资质运营以来，陕西华圣的“期货

意识”不断增强，对期货工具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加深，通过在现货经营中积极运用各种期货

工具，探索、尝试苹果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公司现货业务的发展，提高了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此外，陕西华圣通过对苹果期货市场的宣传推广，并结合自身参与期货市场的

案例经验，调动产业客户的积极性，引导一些产业客户开始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帮助

苹果产业健康发展。 

  拓宽企业的销售渠道 

  “2020 年以来，受疫情等影响，内地红枣重要集散地频繁关闭，极大地影响了红枣消

费，走货不畅成为困扰红枣加工企业、贸易商的难题。”陈斌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期货交割

能够拓宽企业的销售渠道。2020 年以来，阿克苏西域惠农累计交割红枣上万吨，成为阿克苏

地区红枣加工企业销售渠道的重要补充，缓解了后疫情时代当地红枣企业面临的销售难问题。 

  陕西华圣期货业务部经理冀浩平告诉期货日报记者，陕西华圣苹果交割库的设立，扩大了

陕西苹果的销售渠道，提升了陕西苹果在全国市场中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冀浩平举例说，2021 年气候原因导致新季苹果果径偏小、果锈多，优果率下降明显。陕

西华圣收购的原料果中，75mm 的苹果通过公司自身现货渠道销售较慢，期货交割提供了新

的销售渠道。因此，陕西华圣决定在苹果 10 月合约上卖出一部分 75mm 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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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12 日，陕西华圣在苹果 2110 合约上开仓卖出 20 手，开仓均价为 7457 元/

吨，最终交割结算价为 7354 元/吨。此次现货端收购成本约为 5200 元/吨，期货交割盈利为

757 元/吨（75mm 以上贴水 1500 元/吨）。买卖双方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在陕西华圣苹果期

货交割库顺利完成 200 吨苹果期货 2110 合约的车板交割。 

  此次期现结合的交割业务充分利用了陕西华圣作为苹果期货交割库的优势，扩大了龙头企

业的示范作用和“产业基地”的影响力，同时减轻了公司的销售压力，释放了一部分库存。

“在现货市场销售困难或资源过剩的情况下参与期货交易，既可以保证交易平稳运行，又能够

实现一定的收益。”冀浩平表示。 

  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下称青海福鑫）2014 年 8 月 1 日申请成为郑商所硅铁期货交割

厂库，2020 年 5 月成功申请成为期货免检品牌。作为生产型厂库，青海福鑫充分挖掘自身潜

力，积极开展期货交易、交割等业务，在现货贸易与期货交割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2017 年年底，由于国内对环保要求提高，硅铁供应量缩减。“为管理经营风险，我们在

1801 合约与 1802 合约进行了卖出套保。青海其他硅铁企业也想利用我们厂库进行交割，我

们积极配合，帮助其他企业完成 2018 年 1 月和 2 月合约的卖出套保 1500 吨，后来硅铁价格

一路下滑，我们和利用公司厂库的企业都成功化解了风险。”青海福鑫总经理甘占奎对记者表

示，青海福鑫通过期货交割的方式，实现了保值销售的目的，也满足了客户的需求，稳定公司

经营的同时紧密联系了下游客户，并且缓解了公司的现金流问题。期货工具为青海福鑫稳定生

产经营贡献了力量。 

  促进产业链提质增效 

  “陕西华圣苹果交割库的设立对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的苹果产业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

作用。”冀浩平说，一是增强了陕西苹果在大宗交易定价中的话语权，促进期货和现货的协同

发展，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地苹果销售价格，增强了当地企业和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二是有

效推动陕西苹果产业上、下游全产业链的提质升级，交割库为下游产业节约了物流、资金和人

力成本，促进下游贸易行业的聚集和壮大，优化了陕西苹果产业的营商环境；三是交割库有效

帮助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合作，为陕西地区开展苹果产业期现结合、“保险+期货”等业务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依托交割库探索产融结合的新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延长果业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分选高品质苹果扩大

市场份额，带动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高标准发展，增强果农分级分选和种

植优质果意识，增加果农收入。利用先进的苹果分选设备，延长果业 2021 年果季培训并直接

安置就业 300 余人，带动季节性务工 5 万余人次。延长果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公司将继

续发挥央企责任与社会担当，充分运用交割仓库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延安苹果”在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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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割中的影响力，帮助西部苹果产业参与利用期货管理现货经营风险，助力苹果产业转型

升级。 

  阿克苏西域惠农红枣交割仓库设立之后，由于交割便利、库容充足，在阿克苏当地加工的

红枣越来越多，这不仅刺激了当地红枣加工产业的发展，延长了阿克苏地区的红枣产业链，增

加了当地的税收，也为阿克苏当地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李玉新看来，棉花期货交割业务的发展，加深了新疆涉棉企业对棉花期货的了解，引导

企业由传统的现货交易逐步转向期货交易，降低了销售中间环节的成本，有助于加快棉花产业

链的发展。（记者 吕双梅） 

花生产业“期货+”模式正在“开花” 专家呼吁应尽快推出期权工具 

证券日报 

  产业周期长、风险高，易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等，这些是长期制约花生产业稳定发

展的主要因素。不过，自去年 2 月 1 日花生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

上市后，便为花生产业企业提供了风险管理工具。 

  近日，多位专家和产业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花生期货平稳运行的基础上，以

“保险+期货”为特征的“期货+”模式，正在为花生产业提供多元化的稳收增收服务模式，

但由于期权工具的缺失，风险管理工具组合并不完善，上市花生期权迫在眉睫。 

  期货工具拉长产业链条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是我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种植面积达 170 万亩，年产花生 50 多

万吨。由于体量大、新品上市较早，这里的花生价格被称为全国花生行情风向标。而正阳新地

花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地集团”）作为当地主要花生贸易商之一，在花生期货上市

后，积极参与期货市场，管理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同时，该公司也是郑

商所指定的花生期货交割仓库。 

  “花生期货的平稳运行为花生产业链主体提供了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产业企业稳定生产

经营，还促进了花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企业、贸易企业等享受到产融融合的‘红

利’。”新地集团董事长李广海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公司的花生期货交割库是郑商所在

去年 1 月 25 日批准设立的，仓库里面的花生在进库之前，经过买卖双方和第三方质量检测，

符合交割条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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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今年 1 月 20 日，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库迎来首单交割，首单交割量为 20 吨。

新地集团作为本次交割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了一站式花生交割配套服务。谈到花生

期货对企业的影响，李广海说：“花生期货给正阳县的经济发展和花生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利

好，将期货工具引入花生产业，有效拉长了产业链条，为传统产业插上金融‘翅膀’，实现产

业赋能。同时，积极参与花生期货市场也有利于吸引优势资源。” 

  记者获悉，除了花生产业企业可以利用花生期货管理生产经营风险外，花生“保险+期

货”给农户加上了“双保险”，成为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又一重要抓手。例如，在花生期

货上市当天，全国首单花生“保险+期货”保单顺利落地河南省南阳市，15 吨花生有了“双

保险”。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上市首年，郑商所便将花生纳入“保险+期货”试点品

种，在河南地区开展 3 个花生“保险+期货”项目试点，总承保面积 19.47 万亩，折合花生现

货 4.28 万吨。从项目实施效果来看，19496 户参保农户全部获得赔偿，赔付总金额 1529.1 万

元，亩均赔款 79.23 元，户均赔款 784.2 元。 

  市场人士表示，花生“保险+期货”模式是用市场化手段化解价格波动风险，稳定农户种

植信心，助力广大农户稳收增收，从而保障国家粮油安全。花生期货有利于传统产业与金融市

场对接，有利于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通过“期货+订单”“保险+期货”和场外期

权等方式实现种植主体的稳收增收。 

  “从产业角度看，‘保险+期货’模式有效解决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难题，能够强化种植

大户的带动作用，助推规模化种植，提高花生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服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花生产业结构升级。”沪上某期货公司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战略角度看，“保险+

期货”模式能够服务农村现代化建设，助力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过渡。 

  “花生‘保险+期货’，将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期货市场、保险市场进行有机联结，为

农户守住产业种植的风险底线，助力特色产业动能提升。”中原农险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上市花生期权正当时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花生生产、进口和消费国，花生现货市场规模巨大。花生期货上市以

来，市场运行整体平稳，规模稳步扩大，期现价格相关性高，功能发挥较好。 

  专家和产业人士认为，当前上市菜油和花生期权必要且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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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商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积极研发上市菜油、花生期权品种，对丰富油脂油料品种风险

管理工具箱，服务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作用，是更好服务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具体举措。 

  近两年，受全球通胀和疫情影响，境内外主要油脂市场波动加大，国内产业企业生产经营

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为突出，市场各方多次呼吁上市相关期权品种以满足多样化风险

管理需求。 

  截至目前，郑商所已上市油菜籽、花生期货、菜粕期权等品种，市场运行整体平稳，功能

发挥有效，初步形成了期货、期权协同发展的油脂油料板块，为开展期权交易创造了有利条

件。（记者 王宁） 

彰显“蓄水池”“补给站”作用 现货市场有了“度量衡” 

证券日报 

  连接期货和现货市场最重要的一环的莫过于交割，而交割制度最关键的部分则是标准品的

界定。《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近年来红枣产业供需失衡，加之红枣特有的“属性”，

全国市场对于红枣标准认定的不统一，让上下游企业长年遭受经营风险侵蚀，产业链整体避险

需求日益强烈。 

  近日，多位红枣产业企业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红枣期货上市三年以来，由于

持续发挥着“蓄水池”和“补给站”的作用，一方面为产业企业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另一方

面则是为现货市场带来了“度量衡”，产业标准化程度有了稳步提高。 

  提升产业标准化程度 

  红枣现货价格近些年波动频繁，产业人士认为，一方面在于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的局

面，另一方面则是疫情导致销售受阻。在这种情况下，红枣产业对衍生品的需求非常迫切。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好想你”）是中国红枣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楚国俊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红枣价格剧烈波动，除了供需因素外，标准不统

一也是现货价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河北省沧州市崔尔庄红枣交易市场为例，“标准”曾是

困扰市场内红枣流通的大问题。从新疆到全国其他市场，红枣的标准都不统一，公司工作人员

拿着电子秤走到不同摊位，报出的价格、质量都会有差异。同样是一箱一级红枣，价格能有十

几块钱的差距，标准不统一甚至会影响到能否成交。 

  不过，随着红枣期货的上市，红枣现货标准不统一“属性”得到了一定的根治。据悉，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我国第一个干果类期货品种红枣期货在郑商所上市以来，交割品标准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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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行业找到了共同认可的标准。如今的崔尔庄市场里，看到拿小秤的客商，有销售商会直接

告诉对方：“不用称了，我的货是交割品二级，每千克果粒有 260 粒左右，每箱都是 10 公

斤、足斤足两。” 

  “现在大家按照交割品的要求加工生产，质量统一带动了销售范围扩大。”楚国俊介绍

说，目前崔尔庄的商户经常会接到期货交割品加工订单，公司常会进行 100 吨-200 吨的采

购，同时参与基差交易。可以说，红枣期货上市为整个产业提供避险工具的同时，带动了整个

产业加工端升级，因为红枣交易有了统一标准，企业按照标准生产，货物会有更广的销售渠

道。 

  记者获悉，好想你还申请通过了郑商所设立的红枣“产业基地”，这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

红枣交割仓库，并在红枣合约上通过套期保值对冲公司经营风险，为参与期货合约的交割降低

成本、锁定利润和增加贸易量。 

  在楚国俊看来，红枣期货上市三年来，市场机械化程度稳步提高，市场“度量衡”逐步统

一并得到市场普遍认同，带动农民收益提高 20%-30%；红枣贸易商学习运用基差交易、套期

保值、期权等期货衍生品工具和交易模式热情高涨，红枣期货服务产业的功能已初步体现。 

  产业企业积极拥抱衍生品 

  作为现货市场的龙头企业，好想你近些年积极践行红枣产业基地责任担当，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的示范作用，不仅通过红枣期货帮助小微企业降低采购成本、缓解资金压力和销售困境，

而且推广多样化市场培育活动和可复制的成功模式，教会产业结合自身需求理性参与期货市场

管理风险。截至目前，红枣产业链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市场，运用衍生品工具为生产经营管

控风险。 

  “目前公司参与红枣期货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衍生品已经成为为企业经营保驾护航

的必要法宝。”楚国俊告诉记者，具体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参与规模扩大，贸易量增加；二是

贸易模式转变；三是专业智囊团支持，探索场外期权；四是定点帮扶产业链小微企业，在积极

参与期货交割的同时，解决红枣小微企业资金不足、专业人员缺乏、风险控制薄弱的难题。 

  另有红枣产业企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传统红枣贸易季产年销，收购期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

干扰，容易加剧采购风险，而红枣企业不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保，还可随时从现货、期

货两个市场上购买红枣，期货市场为产业发挥着“蓄水池”和“补给站”的作用。 

  新疆果业套保中心主任黄李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红枣期货经过三年的发展，产业

主体对红枣期货的了解和应用不断深入，产业龙头及部分中型民营企业已熟练运用期货工具，

例如将原料枣加工生成红枣标准仓单，随后在期货盘面进行风险对冲。同时，红枣产业主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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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期货的方式也在向多样化方向迈进，由之前传统的套期保值拓展到仓单点价销售、场外仓单

质押融资。 

  黄李强进一步表示，未来，红枣产业主体参与红枣期货的模式将会进一步多样化，参与主

体将会多元化，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将会不断增加，未来包括场外期权、含权贸易等业务逐渐会

在红枣产业中普及开来，红枣期货将成为产业主体日常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工具。（记者 王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