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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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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市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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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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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 

3360 

3600 

-20 

+90 

持平 

PM2207 

WH2303 

0 

3452 

0 

+8 

W2207 

(CBOT) 
休市 NULL 

湛江三级菜籽油出厂价 

南通三级菜籽油出厂价 

13800 

13950 

-250 

-250 

OI2209 13375 -192 

RS2211 

(ICE) 

962.8 

加元/吨 

-37.5 

加元/吨 

荆州普通油菜籽入厂价 7100 持平 RS2209 6765 -68 

福建菜籽粕日均价 

湛江普通菜籽粕出厂价 

3720 

3740 

-90 

-70 

RM2209 3648 -96 

山东东部油用花生米入厂价 8600 持平 PK2210 10006 -28 N/A N/A N/A 

山东栖霞 80#纸袋红富士苹果

最高价 
9000 持平 AP2210 9075 +278 N/A N/A N/A 

新华阿拉尔红枣价格指数 

新疆一级灰枣 

12225 持平 CJ2209 10910 +290 N/A N/A N/A 

南宁白糖站台价 

广西白糖现货成交指数 

5990 

5892 

-10 

-12 
SR2209 5916 -18 

SB2210 

(ICE) 
休市 NULL 

CC index 3128B 

CN cotton B 

20389 

20402 

-319 

-322 
CF2209 19240 -275 

CT2212 

(ICE) 
休市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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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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0 

30550 

-350 

-500 
CY2209 25375 -305 N/A N/A N/A 

CCF 内盘 PTA 日均价 

CCF 涤纶 POY 150D 

7125 

9070 

-25 

-20 
TA2209 6934 -46 

CL2207 

(CME) 
休市 NULL 

CCF 1.56dtex×38mm 直纺

短纤出厂价 
8670 -155 PF2209 8432 -172 N/A N/A N/A 

山东尿素报价区间 3010-3100 N/A UR2209 2692 -58 N/A N/A N/A 

华东甲醇报价区间 2635-2730 N/A MA2209 2672 -84 N/A N/A N/A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低端报价 1680 持平 FG2209 1713 +11 N/A N/A N/A 

华中地区重碱市场价 3075 持平 SA2209 287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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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0 -33.0 

MTF2206 

(CME) 
休市 NULL 

河北市场硅铁 72 合格块报价 

江苏市场锰硅 FeMn65Si17

报价 

8750 

8150 

-200 

-50 

SF2209 

SM2209 

8314 

7830 

-346 

-208 

N/A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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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 

市场需求疲软 国内米价上涨仍需时间 

中国粮油信息网 

近期国内稻价有小幅抬头趋势,但大米现货价格仍是纹丝不动,市场需求十分疲软,南北方米

企开机率是越来越低,大部分是停机或检修状态,少量维持老客户订单,但利润空间非常有限。即

便近期国际市场大米现货价格蠢蠢欲动,涨价在即,但国内米价上涨希望渺茫,主要是当前连走货

量都无法保障,涨价就更需要时间了。 

季节性淡季特征明显 

当前南北方大米市场购销相对萧条,其影响因素有很多,最重要是疫情对社会面的影响。如

今国内疫情还未清零,各地虽在有序恢复生产经营,但整个经济发展缓慢,大米的需求也就更加低

迷,6 月是全年中大米需求最淡的月份。其二,今年以来南方销区多为多雨天气,根据最新的天气

预报显示。6 月 22-24 日,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沿江附近等

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 月 27 日前后,西北

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南西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还将有一次

较明显降雨过程。不仅是降雨,高温天气也使得经销商对大米备货需求也在持续减弱。部分经

销商反馈,当前情况下库存最多也就备一周 ,否则大米极易发霉，因此更加限制了产区大米出货。

第三,眼下各大中专院校将进入暑期,社会面刚需也随之下降。 

综上所述,短期内米价上涨无望,市场仍有低价大米在社会面流通冲击市场。根据当前市场

情况,预计此状态还将维持一段时间。今年疫情影响较重,市场恢复需要时间,近两年大米行业洗

牌较重。不过米糠自身供应量较少,即便下跌其空间有限,特别是碎米,进口碎米价格居不下,国内

短期内仍是易涨难跌,建议米业还是以销订产为佳。  

因公共节日，美国市场周一休市，无 CBOT 日评 

汇易网 

因美国六月节，美国市场周一休市，无 CBOT 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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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6 月 20 日我国小麦价格小幅波动 

汇易网 

近日，我国小麦市场价格小幅波动，主产区制粉企业新麦价格区间 1.54-1.61 元/斤，粮

库三等容重 1.53 元/斤起。 

河北保定小麦价格稳中有跌，当地制粉企业和粮企小麦收购价 1.58 元/斤-1.59 元/斤，较

前几日下跌 0.5 分/斤；容重 790g/L，水分 12.5%。 

河北邢台小麦价格小幅下跌，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75 元/斤-1.59 元/斤，较前几

日小跌 0.01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2.5%。 

河北石家庄小麦价格有所上升，当地粮食企业小麦收购价 1.56 元/斤-1.58 元/斤，较上周

上涨 0.01 元/斤；容重 750-790g/L，水分 12.5%。 

河北衡水小麦价格温和回落，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8 元/斤，较昨日小跌 0.5 分/

斤；容重 780g/L，水分 12.5%。 

河北邯郸小麦价格相对平稳，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75 元/斤-1.58 元/斤，较前几

日持平；容重 800g/L，水分 12.5%。 

山东菏泽小麦价格小幅波动，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75 元/斤-1.59 元/斤，较前几

日波动 0.01 元/斤；容重 790g/L 及以上，水分 12.5%。 

山东聊城小麦价格相对平稳，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8 元/斤-1.59 元/斤，较前几日

持平；容重 790g/L，水分 13%。 

山东德州小麦价格小幅下跌，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55 元/斤-1.585 元/斤，较昨日

小跌 0.01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3%。 

山东临沂小麦价格稳中有落，当地制粉企业和粮企小麦收购价 1.585 元/斤-1.61 元/斤，

较昨日部分下降 0.5 分/斤；容重 770-790g/L，水分 12.5%。 

河南安阳小麦价格总体持稳，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1.58 元/斤，较昨日持

平；容重 780g/L，水分 13%。 

河南郑州小麦价格基本稳定，当地粮食企业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1.58 元/斤，较前几日

持平；容重 770g/L 以上，水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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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驻马店小麦价格小幅下降，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55 元/斤-1.57 元/斤，较昨

日下降 0.5 分/斤；容重 780g/L 以上，水分 12.5%以内。 

河南开封小麦价格温和回落，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7 元/斤-1.575 元/斤，较前几

日小跌 0.5 分/斤；容重 780g/L，水分 13%。 

安徽亳州小麦价格有所回落，当地制粉企业小麦收购价 1.53 元/斤-1.57 元/斤，较昨日下

跌 0.01 元/斤；容重 780g/L，水分 12.5%。 

截至 6 月 12 日，加拿大小麦出口量同比降低 43.5% 

汇易网 

加拿大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22 年度的第 45 周，加拿大的小麦出口步伐放

慢。 

加拿大的谷物年度始于每年 8 月 1 日，截止到次年 7 月 31 日。 

截至 6 月 12 日当周，加拿大小麦出口量为 9.3 万吨，一周前为 23.4 万吨。本年度迄今的

小麦出口量为 984.3 万吨，同比降低 43.5%，上周是同比降低 43.2%。 

当周杜伦麦出口量为 3.2 万吨，一周前为 7.3 万吨，迄今本年度出口量达到 225.4 万吨，

同比降低 58.8%，上周是同比降低 59.1%。 

当周大麦出口量为 0.3 万吨，前一周为 0.5 万吨。本年度迄今出口量为 184.1 万吨，同比

降低 49.9%，上周是同比降低 48.7%。 

当周油菜籽出口量为 6.6 万吨，前一周 3.0 万吨，本年度迄今的出口量为 469.2 万吨，同

比降低 51.6%，上周是同比降低 52.1%。 

菜系 

6 月 20 日我国国产加籽粕市场有所下跌 

汇易网 

江苏南通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有所下跌，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3800 元/吨，较

昨日小跌 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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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厦门贸易商国产加籽粕价格弱势盘整，当地市场主流国产加籽粕报价 3780 元/吨，较

昨日小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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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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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6 月 20 日我国菜油市场波动不大 

汇易网 

四川菜油价格区间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180 元/吨-1428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上午盘面小跌 100 元/吨。贵州菜油价格区间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130 元/吨-

142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100 元/吨。湖北菜油价格区间波动，当地市场主流

菜油报价 14370 元/吨-1447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100 元/吨。安徽菜油价格小

幅波动，当地市场主流菜油报价 14230 元/吨-143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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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0 元/吨-14180 元/吨，较

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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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0 元/吨-140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

面小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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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0 元/吨-139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午盘面小跌 100

元/吨；四级菜油现货基差 09+200-300 左右。 

苹果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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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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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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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 

6 月 20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持稳 

MUTIAN 

6 月 20 日下午，主产区现货报价基本持稳，总体成交一般偏好。 

广西： 

  南宁中间商站台报价 5990 元/吨，仓库报价 594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南宁集团厂内车板报价 5920-596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云南： 

昆明中间商报价 5810-5900 元/吨；大理报价 5800-5870 元/吨；祥云报价 5800-5870 元/

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集团昆明报价 5900 元/吨；大理、祥云报价 5870 元/吨，报价不变，成交一般。 

5 月份进口食糖 26 万吨 同比增加 8 万吨 

MUTIAN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5 月份进口食糖 26 万吨，环比减少 16 万吨，同比增加

8 万吨。 

2022 年 1-5 月中国累计进口食糖 162 万吨，同比增加 1 万吨。 

21/22 榨季截至 5 月底中国累计进口食糖 346 万吨，同比减少 65 万吨。 

棉花 

6 月 20 日国内棉价加速下探 

中国棉花信息网 

国内棉花市场目前供应端压力较大，需求端处于传统淡季，受到全球消费预期下滑影响，

加之 6 月 21 日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中的“可反驳的推定”将正式生效，输美新疆

棉制品将遭遇更高门槛，面临“全面被禁”，同时内需增长动力不足，国内棉价加速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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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ICE 期棉休市一天 

6 月 20 日（本周一）ICE 期棉休市一天。 

棉纱 

6 月 20 日中国纱线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吨） 涨跌（元/吨） 

6 月 20 日 CY OEC10 17050 -50 

6 月 20 日 CY C32 27400 -350 

6 月 20 日 CY JC40 30550 -500 

6 月 20 日 CY T32 13000 -50 

6 月 20 日 CY R30 18650 20 

6 月 20 日 CY T/C45 20700 -50 

6 月 20 日 CY T/R32 16300 0 

6 月 20 日中国坯布指数 

日期 类型 价格（元/米） 涨跌（元/米） 

6 月 20 日 CG OE10 9.05 0 

6 月 20 日 CG C32 5.85 -0.05 

6 月 20 日 CG JC40 8.5 -0.05 

6 月 20 日 CG R30 4.26 0 

6 月 20 日 CG T/C45 4.7 0 

 

PTA 

6 月 20 日 PTA 现货市场偏弱振荡 

中国化纤信息网 

今日行情 

内盘市场：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7 

 

今日 PTA 期货振荡整理，现货市场成交量一般，现货报盘偏少，个别聚酯工厂有递盘，

基差走强。主流供应商仍延续出货，但成交少闻，贸易商出货成交为主。 6 月货源在

09+180~185 有成交，个别略高在 09+190，成交价格区间在 7065-7195 附近。今日主港主

流货源基差在 09+185。 

市场成交动态： 

早盘 PTA 期货振荡偏弱，现货市场商谈气氛偏淡，基差偏强。6 月货源报盘在 09+185-

190 附近，递盘在 09+180，价格商谈区间在 7060-7200 附近。据悉早盘 6 月非主港货源在

09+180 有成交，个别小单在 09+190 有成交。 

午后 PTA 期货区间振荡，现货市场商谈气氛一般，基差偏强，6 月主港货源在 09+18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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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基差跟涨力度减弱。PX

因部分装置计划以及非计划停车，开工率高位回落，且进口偏少，供需去库预期下 px 价格再

次表现强势。因此，短期成本支撑下，PTA 价格振荡偏强，但加工费有压缩风险。 

6 月 20 日聚酯切片市场局部下跌 

中国化纤信息网 

市场表现 

隔夜原油暴跌，日内聚酯原料期货延续弱势，聚酯切片工厂报价稳中局部下调，商谈重心

继续下移，半光主流工厂报至 8300-8450 元/吨现款，局部贸易商偏低至 8100-8200 元/吨；

有光主流报 8200-8450 元/吨，个别略低 8100 元/吨附近，实盘商谈为主。 

后市行情简析 

原油大幅下跌，短期聚酯原料成本端支撑走弱，加之下游产销低迷，市场高位买盘意愿不

强，预计短期聚酯切片价格偏弱振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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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0 日江浙涤纶长丝市场产销清淡 

中国化纤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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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场回顾 

上周五油价大幅跳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重上3.20%，连升三周；日元逼近二十四年低位。

日本央行维持宽松政策；美联储承诺无条件恢复物价稳定。 上周五聚合成本在 7821 元，周末

上海石化意外停车，涉及 PX 产能 70 万吨、MEG60.5 万吨、聚酯产能 15 万吨。 

今日总结及后市展望 

周六至今，江浙涤丝价格零星下调 100-200，产销整体清淡。日内 PTA 振荡收跌，MEG

持续走弱，聚酯原料成本下行；下游方面，终端订单偏弱依旧，市场心态谨慎，消化前期原料

备货为主，涤丝库存压力继续加大。短期预计丝价偏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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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直纺涤短市场下跌调整 

中国化纤信息网 

涤短及涤纱市场表现 

直纺涤短： 

原料下跌，直纺涤短大幅跟跌，现货也跟随走低，工厂库存不多，价格跌幅较缓慢，期现

价格较低，导致市场整体重心下移较多。今日直纺涤短平均产销 39%。 

基差走强，江阴某大厂货源 09+150~+200 元/吨，恒逸货源 09+350~+400 元/吨。 

各地市场成交重心： 江浙 1.4D 主流商谈 8600-9000 元吨出厂或短送，福建主流 8700-

9000 元/吨现款短送，山东、河北主流在 8700~9000 送到。  

涤纱： 

原料下跌，纯涤纱及涤棉纱销售疲软，价格下跌，库存依旧高位。 

总结及展望：成本下跌，需求疲软，直纺涤短维持弱势调整，关注原料调整幅度。 

6 月 20 日短纤价格指数 

中国化纤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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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今日 昨日 涨跌幅 日期 

1.4D 直纺涤短 8750 8905 -155 06/20 

原生低熔点短纤 9700 9700 0 06/20 

棉花 328 级 19705 20145 -440 06/20 

涤棉纱 65/35 45S 20700 20750 -50 06/20 

缝纫线 40S/2 17950 17950 0 06/20 

32S 纯涤纱 13000 13050 -50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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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国内尿素市场继续下跌 

金联创 

今日国内尿素市场延续下跌，较上周五累计下调 40-140 元/吨不等。目前山东地区小中

颗粒主流出厂 3010-3100 元/吨，低位较上周五累降 70 元/吨。市场看空情绪浓郁，整体操作

谨慎。企业降后成交并无好转，亟待需求跟进。目前工业需求转弱，除部分有待发资源外，其

他库存微增，出货压力逐步显现。而期货表现依旧弱势，市场信心不足，短期内尿素市场仍以

弱势下行调整为主。后市关注各区域需求表现及期货走势。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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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3100 ↓80.00～- 

河南 3020～3050 ↓80.00～↓100.00 

江苏 3200～3220 ↓100.00～↓100.00 

河北 3070～3070 ↓4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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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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3100～3220 ↓80.00～↓100.00 

备注：报价为国内小颗粒尿素市场价格。单位：元/吨。 

甲醇 

6 月 20 日国内甲醇市场表现欠佳 

金联创 

国内甲醇市场表现欠佳，现货端整体跟随盘面回落运行，日内整体降幅围绕在 10-80 元/

吨不等。当前在油价高位回落、通胀引发多国央行加息预期等利空压制下，近期大宗商品集中

高位走弱明显，甲醇亦不例外。回归基本面来看，当前供应充裕、需求偏弱尚存，基本面博弈

持续，短期盘面大幅回落将进一步倒逼内地降价匹配消费区域为主。此外，密切关注煤炭政策、

贸易转单节奏等影响。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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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335 
0 0 

CFR 东南亚  380 385 -5 -5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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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海湾现货价 

美分/加仑 
110 11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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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B 鹿特丹 

欧元/吨 
367 369 +1 +1 

 

玻璃 

局部下调，价格调整动力减弱（20220620） 

卓创资讯 

今日国内浮法玻璃市场整体运行仍偏弱，局部价格松动。华北价格走稳，整体成交尚可；华

东今日多数厂稳价操作，成交灵活，近期市场走货较前期稍好转，但其持续性需跟进；华中今日

价格暂稳，企业出货情况稍有差异，下游按需补货居多，需求支撑一般；华南部分厂价格走低 2

元/重量箱左右，成交重心仍有下移；西南四川个别厂小幅提涨 20 元/吨，部分小幅提涨后产销略

降低，云南海生一线今日白玻改产福特蓝。 

河北湖北主流市场报价（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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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  1695  1780  1680  1760  1680  1760  

6mm 1687  1698  1780  1680  1760  1680  1760  

 

纯碱 

需求一般 市场弱势运行（20220620） 

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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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国内纯碱市场走势疲软，市场交投气氛清淡。中盐昆山计划 6 月 26 日开车运行，中源化

学一期检修装置计划近两日开车运行。近期下游需求疲软，加之期货盘面偏弱运行，终端用户拿

货积极性不高，多谨慎观望市场为主，纯碱厂家新单接单情况不及前期。 

华东地区纯碱市场变动不大，江苏地区厂家轻碱主流出厂价格在 3000-3100 元/吨，重碱主

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3100-3150 元/吨。华中地区纯碱市场窄幅盘整，河南地区轻碱主流出厂价格

在 2850-2900 元/吨，重碱出厂价格在 2950-3000 元/吨。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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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31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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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31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东地区 3050-31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东北地区 3150-3250 0/0 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支付 

华南地区 3200-33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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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存累积 产地港口走势分化 

  中国煤炭市场网 

  本周综述 

  本周，产地市场延续强势，坑口销售火爆，排队车辆较多，煤价延续涨势。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以来化工用煤需求表现相对较好。下半周坑口排队车辆有所减少，煤矿即产即销，价

格基本平稳。港口交易不活跃，市场情绪转弱，煤价小幅下跌。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esunny.com.cn                                                                                     13 

 

  其中港口方面，周初，受坑口普涨，发运成本增加影响，港口市场情绪偏强，贸易商报价

坚挺，下游非电需求少量释放。随着港口库存持续累积以及下游高日耗迟迟未兑现，下半周市

场情绪开始转弱，部分贸易商出货兑现利润，报价逐步回落，下游维持观望，推迟采购，市场

交易不活跃，成交少。港口价格本周小幅回落。 

  后市研判 

  产地方面，多数煤矿以保供和内部供应为主，市场可售煤炭资源持续偏紧。目前主产地受

港口情绪转弱影响，市场稍有降温，排队车辆压力减缓，但大部分煤矿仍维持产销平衡，场地

无库存状态。未来几日，华北黄淮等地持续高温，预计内陆地区日耗将继续增加。在市场煤量

有限，下游耗煤需求增加下，短期偏紧情况将持续，价格下跌困难，预计保持平稳态势。 

  港口方面，港口库存高位，部分场地紧张叠加终端接货能力走弱，近期铁路局请批车减

少。市场情绪转弱后，部分贸易商出货意愿增强，市场煤释放增加。下周南方地区仍有强降

水，水电发力较好，预计短期沿海终端日耗增幅偏弱，在库存相对充足及煤价高位的背景下，

下游维持控量压价采购，需求增量仍难以明显释放。但在发运成本以及旺季预期支撑下，煤价

仍难以大跌，预计保持偏弱运行。 

港口动力煤市场是否将要转势 

  中国煤炭市场网 

  产地方面，销售情况良好，基本即产即销，但坑口排队车辆较前期有所减少，价格基本平

稳。 

  港口方面，下游观望情绪较浓，买盘不积极导致成交较少，价格也呈现小幅下降。受疫情

影响，沿海地区终端耗煤差强人意，根据 CCTD 中国煤炭市场网监测的数据显示，沿海八省动

力煤终端耗煤目前处于 2019 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库存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高库存低

日耗”叠加对疫情的担忧导致终端对高价现货煤的抵触情绪增强，采购节奏放缓。然而，产地

发运相对正常，甚至有所增加，导致北方港口库存不断累积。根据 CCTD 中国煤炭市场网监测

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7 日，北方九港库存增加至 2415.6 万吨，周环比 127 万吨，处于近

年来同时期高位，出现传统旺季前补库关键节点累库的情况。 

  港口动力煤市场何去何从 

  从供应端来看，在全球能源紧张和“迎峰度夏”的双重背景下，产地将继续落实保供政

策，煤炭产量仍将维持在 1200 万吨/日附近的高位。随着华北黄淮等地持续高温天气（日最

高气温有 35-38℃，局部地区可达 40℃左右）的到来，内陆地区居民制冷用煤用电需求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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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升，煤炭地销将继续维持较高的水平，发运至港口的煤炭资源预计将维持在近期水平上

下。但是，港口库存高企，导致曹妃甸等部分场地紧张，叠加终端接货能力走弱，近期发运积

极性或将有所下降。 

  从需求端看，疫情对终端用煤用电的影响仍不容忽视，随着后期随着高温天气增多，日耗

也将季节性回升，但是预计短期内沿海地区动力煤终端日耗很难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加之目

前终端无论是绝对库存还是相对库存均处于相对高位，“高库存低日耗”情况下，有利于终端

把控补库节奏。 

  总体来看，港口供应相对稳定，需求大概率不及去年同期，需求导向的市场，终端的议价

能力将明显提升。短期内，高发运成本是贸易商挺价的主要因素，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

下探的幅度。 

此轮煤价跌幅有多大 

鄂尔多斯煤炭网 

目前，天津老港、曹妃甸四港积压大量市场煤，由于北方正值夏初，蒙煤容易自燃，贸易

商着急出手。而下游需求很差，主力电厂积极消耗库存，不急于大量拉煤，对长协保持刚性拉

运即可；化工等非电行业需求一般，拉运较少。受热煤着急出货，个别港口要求疏港及下游需

求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贸易商挺价情绪降温，报价下调。 

截至目前，统调电厂、重点电厂，沿海电厂存煤均位于高位。电厂库存虽然没有去年 12

月份高，但较去年同期却是高出很多。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59 亿吨，重点电厂存煤 9140 万

吨，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5000 万吨和 2940 万吨。目前，电厂库存过高，主要以拉运长协

和消耗自身库存为主，对市场煤采购数量很少，无法拉动煤价上涨。 

市场利好消息如下：1.产地一煤难求，各大煤矿力保长协，市场煤销量很少。2.用煤旺季

到来，15 日开始，我国华东地区气温回升，民用电负荷拉起。上海、杭州等地气温升至 24-

34 摄氏度，且高温天气将持续近一个月。3.复工复产复市加快，用电负荷将有更好表现。4.进

口煤价格仍在倒挂。5.电厂存煤中低卡煤较多，4800 大卡以上很少，一旦日耗拉起，会采购

一些中高卡市场煤配烧。但炎热的夏季，诸多利好因素会被很多不利因素吞噬，造成利好因素

发挥作用有限，难以支撑煤价上涨。 

市场利空消息如下：1.前期煤价上涨，是因为贸易商捂货惜售，而化工等非电用户刚性拉

运引发。但目前增产增供力度加大，电煤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集中资源保电煤供应。电厂以

长协保供为主，并已经把库存打起来了。而化工等非电行业需求数量少，在供应增多，尤其蒙

煤着急出货的情况下，市场煤出现供大于求。2.产地市场方面，很多都是贸易商在采购囤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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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港口市场出现下行，贸易商减少采购，产地煤价就会承压下跌。3.夏季来临，天气转热。

但存在问题是，电厂主打长协，且库存非常高；再加上夏天有水电支持，夏季的日耗不如冬天

高，电厂采购市场煤欲望不强，主要消耗自身库存即可。预计此轮港口煤价跌幅在 100-150

元/吨，有望在本月底、下月初出现止跌企稳；但受港口和电厂库存高位影响，市场反弹幅度

有限。 

铁合金 

6 月 20 日国内甲醇市场表现欠佳 

金联创 

国内甲醇市场表现欠佳，现货端整体跟随盘面回落运行，日内整体降幅围绕在 10-80 元/

吨不等。当前在油价高位回落、通胀引发多国央行加息预期等利空压制下，近期大宗商品集中

高位走弱明显，甲醇亦不例外。回归基本面来看，当前供应充裕、需求偏弱尚存，基本面博弈

持续，短期盘面大幅回落将进一步倒逼内地降价匹配消费区域为主。此外，密切关注煤炭政策、

贸易转单节奏等影响。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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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335 
0 0 

CFR 东南亚  380 385 -5 -5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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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11 0 0 

FOB 鹿特丹 

欧元/吨 
367 369 +1 +1 

 

媒体看郑商所 

菜油期货上市 15 周年系列报道之三：陕粮油：期现结合经营服务国家粮油安全 

期货日报 

  在陕西，有民谣如此讲道：“八百里秦川东风浩荡，三千万儿女齐唱秦腔，吃一碗羊肉泡

喜气洋洋，没‘油泼辣子’嘟嘟囔囔。”短短几句话，充分道出了陕西人对“油泼辣子”的偏

爱。正是菜油赋予了“油泼辣子”这份独特的魅力。在最近 10 多年国内油菜产业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的过程中，陕西人是如何保证“油泼辣子”既风味独特又物美价廉的呢？ 

  产业变局中企业积极“拥抱”期货市场 

  “陕西曾是国内油菜及菜系产品的主要种植区和消费区，受种植收益比较优势下降影响，

现在鲜有油菜种植，油菜籽压榨产能基本全部退出市场，然而仍保持着消费菜油的习惯。目

前，陕西菜油供应完全依赖产区及港口输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跨区域价差被挤压至较小

范围之内。”陕西粮农油脂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陕粮油）总经理李峰说，从油脂行业现状看，

国内油脂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菜油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超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国内

菜油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明显。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粮油市场

流通与贸易格局均出现了重大变化，而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扩大化，国际市场油脂、食糖

等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上行。在此背景下，陕西及周边地区“油泼辣子”还能够保证质高价稳

的运行态势，这和其主要制作原料之一菜油的保供稳价有很大关系，而这又得益于当地油脂企

业合理运用菜系期货、期权工具。 

  李峰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当前，油厂和贸易商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积极参与期货套期保值

等已成为市场主流，菜系期货、期权的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也得到了有效发挥。更重要的

是，菜系产业企业发展的稳定，为国内油料油脂市场的平稳运行打下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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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家大型综合类国有独资油脂经营企业，陕粮油不仅承担着国家、地方食用油储备任

务，而且还是相关机构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载体。多年来，陕粮油采取“储备与经营相结合、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结合、期货与现货相结合”的经营方针，期货及衍生工具已经成为公司

日常经营的战略性工具，其中菜油期货是主要参与期货品种。 

  在日常经营中，陕粮油采用无价格风险敞口的经营模式，以期货和衍生品为基础工具进行

风险管理和定价，将赚取行业平均利润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础。面对近年来市场波动的加

剧，陕粮油通过期货市场买入套期保值、卖出套期保值和仓单交易等对冲风险，有效承担和履

行了储备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保证了企业稳健运行，更重要的是，为保障陕西及周边地区菜

油稳定供应等贡献了力量。 

  期货工具助力菜系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001 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菜油价格在 6000 元/吨左右，到 2002 年价格就跌到

4400 元/吨，之后 2004 年又上涨到 7300 元/吨，2005 年又跌到 5200 元/吨。那时候的菜油

价格波动很大，加之菜油现货价格存在区域差异，货源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定价中心，造成很

多现货企业在经营中亏损严重。那些年我亲眼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因为无法规避剧烈波动

的价格风险而纷纷倒下。”李峰告诉记者，2006 年以后，我国取消菜油的进口配额，只征收

9%的单一进口关税，国内菜油价格和国外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受全球供求影响增大。 

  为助力国内菜油企业生产贸易，帮助企业规避经营过程中的价格风险，经过多方长期的努

力和推动，郑商所 2007 年推出了菜油期货合约。如今，随着产业企业对菜油期货的深度参与

和菜油期货套期保值功能的发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整个行业的生命力和活力也明

显增强。特别是 2012 年之后，随着期货工具的进一步运用，菜油基差贸易等陆续在国内普

及，有效降低了贸易商和终端用户的经营风险。借助菜油期货等工具，不管是加工企业、贸易

商还是终端用户都有了规避价格剧烈波动的方法。 

  作为一名西部地区菜油市场的资深研究人员，李国对陕粮油十分熟悉，见证了多年来这家

企业灵活运行菜系期货、期权市场发展壮大的重要历程。据他介绍，西部地区菜油产业企业之

所以在长期得到稳步发展，市场规模持续上升，与陕粮油等大中型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是分不开的。例如，陕粮油立足区域市场，通过案例推广、行业交流等，不断引导产业链企业

认识和有序参与期货市场，还通过业务合作引导相关企业革新经营模式；同时不断举办各类菜

系期现市场交流会，完善和丰富自身经营策略，便于产业客户更好利用期货工具对冲经营风

险。 

  李国告诉记者，当前在进口菜油占比不断增加之际，国内外市场联动增强，菜油市场化程

度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对风险管理的需求日趋强烈。随着油脂消费的不断增长，陕西菜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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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贸易流通等日渐活跃，对外采购区域也由长江流域油菜籽传统产区转移至沿海进口菜油

集中地区。2007 年至 2008 年，国内油脂价格跟随国际市场大幅波动，因缺乏风险管理意

识，陕西大量油厂和贸易商被迫“退出”，这让很多市场主体意识到在产业格局变革中期货等

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性，一些风险意识较强的企业积极利用菜油期货为自身经营保驾护航。 

  让李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4 年前后沿海油厂和菜油进口商推出菜油基差报价，他向

陕西省内的菜系产业企业介绍基差贸易模式时，企业反映分化鲜明，有些企业积极学习且勇于

尝试，有些企业则持有明显的排斥态度。数年后，当菜油期货在市场定价中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期货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有效发挥之时，当地油脂企业的分化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部分企业借助期货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其中就包括陕粮油等大型国有企业。 

  “对菜系进口企业而言更是这样，从国外采购油菜籽的同时，利用国内期货市场卖出菜油

和菜粕期货，在生产前就能锁定压榨利润，或者在国外菜油进口窗口打开时，直接通过期货盘

面锁定进口菜油的销售利润。这样一来，加工企业和贸易商都可以持续扩大体量和规模，获得

较为稳定的经营收益。”李峰说，陕西是菜油的主要消费区域，陕粮油地处西安，这就要求我

们要承担起连接东西，为西北区域各企业提供稳定、优质的供应链服务，“在我们的积极参与

下，能够让华东、华南地区的进口菜油、豆油流入西北，也能够让区域外的老百姓品尝到来自

青海、汉中优质浓香菜油的味道，企业通过合理运用菜油、菜粕期货工具，可以提升陕西汉

中、青海等区域菜系产品的流动性，让当地的油菜籽加工企业可以大胆放心地收购油菜籽，提

振了农户油菜种植的信心，我们通过贸易的方式增加了东西方向的食用油特别是菜油的流动

性，应该说也间接降低了区域内相关企业的经营风险。” 

  西安西粮巧乐福油脂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棉超也认为，当前国内菜系市场已完全市场化，菜

系期货、期权市场经过多年发展，特别是菜油期货上市 15 年来，市场的质量风向标、贸易模

式等的创新均集中在期货、期权市场，产业企业传统的依赖市场季节性变动规律和信息不对称

等来经营的思维模式早已成为“老古董”，相信在菜系期货、期权市场的助力下，未来我国菜

系市场会发展得更好，也会有更多像陕粮油一样的企业，通过期现结合经营服务国家粮油安

全。（记者 乔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