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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以来，玉米价格一路走高——

临储玉米拍卖能否为市场降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今年2月份以来，玉米价格

连续3个月出现反弹，5月份临

储玉米拍卖恢复，玉米价格不仅

没有出现预期的回落，成交价

格、成交率、成交量之高超出了

市场预期。在当前玉米库存高

企、粮食供给宽余的形势下，玉

米价格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上涨，

原因何在？持续“火热”的市场

能否为消化玉米库存开拓一条

新的路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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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至 19 日，一场大规模的粮
食竞价交易在国家粮食交易协调中心电
子交易平台上静悄悄地展开。这是国家
粮食部门今年组织的又一轮大规模临储
玉米拍卖，投放总量达到 500万吨。

拍卖呈现“三高”特征

5 月 18 日挂牌的 400 万吨玉米挂牌
底价大约在每吨 1300 元左右，成交均价
在每吨 1409 元，成交率达到 89.2%，呈现
高成交量、高溢价、高成交率的特征。

据了解，这已经是国家粮食交易协调
中心今年组织的第三次临储玉米拍卖,累
计投放总量达到 1136 万吨左右。去年
10 月份至今年 5 月份，为了给新玉米收
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粮食交易协调中心
暂停临储玉米销售，今年 4 月 30 日玉米
收购期结束后，恢复了临储玉米拍卖。5
月 5 日投放临储玉米 250 万吨，其中 200
万吨为 2013 年分贷分还玉米，成交率在
86%以上；5 月 11 日至 12 日投放临储玉
米 386 万吨，其中 2013 年分贷分还临储
玉米为 250万吨，成交率达到 87%。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临储玉米价格

走高的最直接原因是企业心理预期较
高。据了解，这次参与拍卖的企业以贸
易企业居多，深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较
少。由于这几次拍卖的玉米主要以 2013
年分贷分还临储玉米为主，多数贸易商
有补库需求，推动形成拍卖高成交率。
而深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有一定的玉米
库存，很多企业玉米库存在 2 个月左
右，不愿意高价争粮，参与拍卖的企业
很少。

分析人士担心，临储玉米成交价格过
高推高了国内玉米价格，目前辽宁锦州港
口和广东港口的玉米价格都处于高位，锦
州港口玉米价格为每吨 1650 元至 1680
元左右，广东港口玉米价格为每吨 1830
元左右，比进口玉米价格高 200 元左右，
这有可能导致玉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压力
增加。

公开竞价销售临储玉米是调节供求
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2017 年粮食供需
仍将保持宽余局面，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市
场需求情况，及时调整销售节奏，每周大
量投放玉米，增加市场粮源。从长期来
看，随着拍卖进入常态化，市场供应量持
续增加，玉米供求关系将持续得到改善。

产业活力逐渐增强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之前，临储收购价
格偏离市场真实价格水平。市场一度出
现中储粮一家收购唱“独角戏”的局面，有
贸易商收购的玉米也大多转售给中储粮，
并未真正被市场接受和消化。加工企业
主要通过进口玉米来满足用粮需求，导致
玉米及其替代品大量增加，形成“产量高、
库存高、进口多”的怪圈。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反映市场供
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开始恢复，市场价格向
真实水平回归，在市场机制的指挥棒下，
多元市场主体的活力明显增强，贸易商在
正常价差中有利可图，加工企业成本降
低，利润增加，入市收购的意愿增强。根
据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截至 4 月 30 日，东
北地区累计收购玉米 10190 万吨。其中
近 80%的玉米是中储粮之外的市场主体
收购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整个玉米
产业呈现出整体回暖向好的态势。在生
产端，优势地区、优质品种的市场竞争力
越来越明显，那些不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和

品种在市场倒逼下加快了种植结构调整，
重新确立了自身的优势，由此带来供给结
构的优化。去年黑龙江的玉米种植压减
了 1900万亩，粮改饲、粮改豆等调整明显
提速。在流通环节，贸易商开始有利可
图，不仅国内流通量大幅增长，而且粮食
流通流向合理，以往在价格不合理情况
下，华北地区玉米向东北倒流的不合理现
象也已消失。同时，加工企业的利润增
加，产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在进口环
节，国内玉米价格总体低于进口完税价，
这也结束了自 2013 年 7 月份以来的价格
倒挂，国产玉米开始具有价格优势，进口
玉米及替代品得到了有效抑制。

去库存任重道远

专家认为，玉米库存高企，既有生产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市场价格扭曲等
流通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推动
玉米去库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优
化玉米供求关系，深入推动农业供结侧结
构性改革，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着力。

从供给侧来看，不再增加玉米库存增
量。一方面通过改革要推动生产领域不
合理的种植结构调整，减少种植面积；另
一方面，通过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恢复反映
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让市场流通活
起来。

从需求侧来看，想方设法增加玉米消
费需求。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增加
国内实际用粮需求，如推动深加工产品出
口，适度扶持燃料乙醇企业；一方面通过
市场手段抑制进口，通过不断扩大库存玉
米投放量，增加对国内玉米的需求。

加快玉米“去库存”是当前一项非常
重要的经济工作,需要多措并举形成合
力。国家粮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配合
做好扩大燃料乙醇产量和使用区域工作，
要深入研究探索消化玉米库存的新途
径。结合发展产业经济，加大力度支持玉
米加工转化。尤其是沿海沿边省份的粮
食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引导企业多用主
产区的粮食，短期内虽然成本可能高一
些，但对保持和增强主产区粮食的可持续
生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很多地方把光伏产业作为一项节能、脱
贫、富民工程，相继出台招商引资、税收优惠等利好政
策，推动光伏产业进村入户。这对于一些农村来说，晒
晒太阳就能省下电费，甚至还能赚钱，是件大好事。不
过，价格不菲的设备购置费用成为农村发展光伏产业
的“拦路虎”。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在浙江杭州，恒丰银行杭州
分行运用“互联网+金融”思维，推出普惠金融信贷产
品，进行精准帮扶，支持农村光伏产业发展，实现了普
惠金融和绿色环保的“双赢”。

据测算，家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主流市场价格
约为每千瓦 8000 元至 1 万元，一般每户需购置的设备
发电量在 3千瓦左右，初期投入的费用约为 3万元。据
恒丰银行杭州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适应当地农村光伏
发电市场需求，他们推出了“光伏贷”线上放款产品，专
门用于购买指定合作厂商的屋顶小型分布式光伏电站
设备，为农户在自家屋顶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提供资金
支持，单户最高授信额度可达 5 万元。与此同时，在合
作厂商的推荐下，农户还可通过合作方平台APP申请，
经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合作方互联平台、信贷系统、核心
系统完成业务数据交互，实现系统自动化审批。

据悉，随着普惠金融的进入，浙江省农村光伏发电
产业正提速发展。按照浙江省提出的“百万家庭屋顶
光伏工程”，2017 年浙江全省计划新增家庭屋项光伏
户数 20.1 万户。“十三五”期间全省将建成家庭屋项光
伏装置 100万户以上，总装机规模 300万千瓦。

（钱 丰）

浙江杭州：

精准帮扶推动光伏产业进村入户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投资超过 50 亿元的华
晨宝马新大东工厂日前正式投入运营，将生产宝马全
新一代 BMW5系 Li轿车。至此，华晨宝马集团公司在
沈阳两大整车基地的年产能力将达到 45万台。

据了解，华晨宝马新大东工厂将广泛运用新生产
技术，在生产质量、柔性制造、提升效率和降低能耗等
方面树立全新标杆，力争打造汽车行业样板车间。

合资公司成立 14 年，年销量从最初的几千台增长
到 2016 年的 31.6 万台，占宝马全球销量的八分之一，
截至目前共向用户交付 160 万台汽车。华晨宝马已连
续 10 年保持沈阳第一大纳税企业荣誉，共创造约 1.6
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华晨宝马新工厂在沈阳投运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长
江上游地区经济、金融、商贸物流、科技创新和航运中心，是中国老工业基
地之一，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8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 454 个，拥有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两江新
区、渝新欧国际铁路等战略项目。

由重庆市商务委员会牵头承办的“中国—匈牙利中小企业跨境投资
与贸易洽谈会”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渝举行，匈牙利外交和对外
经济部长西雅尔多·彼得携来自匈牙利的百余名客人与重庆企业一对一
对接，对重庆永川经贸工业园、重庆高技术创业中心、重庆巴南区东温泉
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做了投资贸易、旅游、绿色创新技术、医疗温泉等多
个专场推介。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匈牙利是第一个参与中国

“一带一路”规划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本次活动对扩大双向投
资贸易、促进文化交流融通将起到积极作用。

打通通道 借“重庆—匈牙利”班列“东风”

重庆火锅驰名海内外，其中熬火锅底料的牛油十分关键。一直以来，
受进口限制等影响，重庆的牛油均来自国内。

欧洲牛脂肪资源丰富，品质高且价格只有国内的七成。通过此次
与匈牙利企业面对面洽谈，已确定从匈牙利进口牛脂肪项目。牛脂肪
进入重庆市场后，主要用于火锅和饼干制造等，初步预计年贸易量达 2
万吨。

此前，4 月 15 日“重庆—匈牙利”班列成功开行，布达佩斯的货物可直
达重庆。这些牛脂肪均将搭乘“重庆—匈牙利”班列来渝。

即将搭上“重庆—匈牙利”班列快车的，还有重庆忠县的 5 家企业。在
5 月 16 日举办的“中国—匈牙利中小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洽谈会”上，来
自重庆忠县的 5 家企业与匈牙利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就在匈牙利代销瑞竹
公司系列产品、忠州豆腐乳系列产品、顺生金属系列产品，设立科研机构
并代销忠味堂有机食品等达成了合作意向。

“重庆—匈牙利”班列开通后，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将通过匈牙利
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增强对中欧、东欧、西欧、南欧地区 12 个国家 30 多个
城市的辐射力，促进中外商贸往来。此次洽谈会上，渝新欧（重庆）物流有
限公司与匈牙利 EKOL（艾可）物流公司签署了《渝新欧铁路物流合作备忘
录》，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重庆造”直抵布达佩斯。

对接产业 匈牙利“最强脑力”助渝产业升级

5月 17日，来渝参加中匈中小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匈牙
利企业代表，对重庆永川区实地考察并进行了项目沟通和对接。

在参观了携程西南客服中心、万达广场、固高机器人众创空间等项目
后，匈牙利代表团与重庆永川区对现代服务业、机器人制造业、电子信息
业、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度探讨。未来，双方将在高新

技术、旅游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而永川规划建设的中欧产业园也有望通
过匈牙利迎来新项目落地。

本次洽谈会，除与重庆永川合作外，匈牙利还带来了水处理、节能环
保、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同时，匈牙利主导产业是汽车与电子信
息产业，与重庆的产业结构类似。如在汽车领域，匈牙利汽车企业多为奔
驰、宝马的零部件供应商，同时也是长安福特等重庆车企供货商，未来双
方的进一步合作，无疑将带动重庆汽车产业优化升级。

加强交流 “强强联手”打造重点项目

2011 年，重庆被授予“世界温泉之都”称号。而早在 1934 年，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就已被称为“世界温泉之都”。本次洽谈会，温泉也成为双
方“强强联手”打造的重点项目之一。

在旅游方面，双方也达成多项契合。匈牙利和重庆的旅游企业进行
了深度探讨，未来将共同开发参观茜茜公主行宫、参观马术表演、参观匈
牙利第一任国王皇宫等旅游项目。

此外，重庆还将与匈牙利加强体育、教育等合作，如重庆市运动
技术学院与匈牙利皮划艇协会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西南大学则与匈
牙利国家农业研究与创新中心签署了 《“食品科学合作研究中心”联
合建设协议》 等。本次洽谈会，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与匈牙利国家贸易
署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务实推进两地企业交
流合作。

重 庆 :
借助“一带一路”东风 与匈牙利合作共赢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