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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穀 物 每 週 市 場 展 望  

2021 年 5 月 17 日 

本期重點： 

1. 上周（5 月 7 日-13 日）7 月份玉米合約價格下跌了 57.50 美分/英斗 

2. 5 月 12 日週三晚間，田納西州孟菲斯市附近的州際 40 號公路大橋出現裂縫，密西西比河該段的

船舶運輸出現中斷 

3. 玉米上周的出口量為 154.41 萬噸，主要的出口目的地為中國、墨西哥、日本、韓國和埃及。高

粱上周出口了 18.38 萬噸，出口目的地為中國和墨西哥 

 

一周回顧：7 月份玉米合約 

美元/英

斗 

週五 

5 月 7 日 

週一 

5 月 10 日 

週二 

5 月 11 日 

週三 

5 月 12 日 

週四 

5 月 13 日 

漲跌 13.50 -20.50 10.50 -7.50 -40.00 

收盤價 732.25 711.75 722.25 714.75 674.75 

市場的

影響因

素 

由於牛市泛

溢，玉米價格

大漲並創出新

的高點。中國

回到市場繼續

採購美國玉

米，前一天購

買了 5350 萬

英斗。中國也

在尋找購買新

作玉米，而美

國玉米的價格

具有競爭力。

週邊市場有支

撐力，美國股

市大幅走高，

美元下跌了 71

點。 

連續 8 天上漲

後 7 月份玉米

合約價格首次

收跌。週末玉

米種植帶收到

很好的降雨，

玉米播種進展

也很快。上周

美國玉米的出

口檢驗量為

6720 萬英

斗，是一個利

多的資料。美

元穩中有跌，

而股市也有回

檔。 

玉米價格開盤

走低，然後上

漲直至收盤。

終端使用者是

主要的買家，

基差水準保持

高位。美國農

民播種玉米的

步伐為五年來

最快，已經完

成了 67%。美

國股市大幅下

跌，科技股的

拋售還在繼

續，美元下跌

了 7 點。 

美國農業部發佈

的《世界農產品

供需預測報告》

屬於利多，舊作

玉米的出口預期

達到歷史新高的

27.75 億英斗。年

末庫存水準為

2013/14 年度以

來的最低水準。

由於乾旱原因，

巴西玉米的產量

預測被下調了

700 萬噸至 1.02

億噸。由於利空

的新作玉米資

料，玉米期貨價

格下跌。 

美國密西西比

河的駁船運輸

關閉，使得玉

米期貨價格大

幅下跌。出口

銷售屬於中

性，基金是最

大的淨賣家。

芝加哥期貨市

場從極端超買

中下跌，但大

多數市場仍維

持牛市。美元

比較穩定。 



 

展望：本周 7 月份玉米合約價格下跌了 57.50 美分/英斗，儘管在週三《世界農產品供需

預測報告》發佈前大漲並創出新的合約高點。《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對舊作期貨價格略

微利多，但對新作期貨價格利空，總的結果是激發了基金的拋售和倉位套現。週三晚間新聞說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內河運輸將會中斷，引發了市場對舊作玉米出口的擔憂，使得 7 月份合約

在週四出現跌停。 

週三晚間，美國海岸自衛隊報告田納西州孟菲斯市附近的州際 40 號公路大橋出現裂縫，

密西西比河該段的船舶運輸出現中斷。由於河流運輸關閉，超過 400 艘駁船運輸被延誤，包

括河流上南行的 16 艘船舶和 254 艘駁船。海岸自衛隊沒有說什麼時候該段河流的運輸將會

重新開放。儘管行業已經在研究應急方案，但河流運輸關閉的延長將會影響美國的穀物出口。 

5 月份《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對不同的倉位而言既有利多又有利空。美國農業部對

舊作玉米（2020/21 年度）的資產平衡表基本上沒有做出調整，增加了出口預期但削減了食

品、種子和工業（FSI）的消耗。美國農業部將美國玉米的出口預期上調了 254 萬噸（1 億英

斗）至 7049 萬噸（27.75 億英斗）。美國農業部將食品、種子和工業用途的消耗量削減了 12.7

萬噸（500 萬英斗）但維持用於燃料乙醇生產的玉米消耗量不變。總之，美國農業部增加了

241 萬噸的玉米消耗（9500 萬英斗），使得年終庫存水準至 3193 萬噸（12.57 億英斗）。

年末庫存水準與報告發佈前市場分析師的預測持平，預測年末庫存與消耗比（ESU）為 8.5%，

為 2013/14 年度以來的最低。 

5 月份《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中最大的一個驚訝是美國農業部大幅下調了 2020/21

年度巴西的玉米產量預測。由於天氣乾旱，該部將巴西玉米產量預測下調了 700 萬噸至 1.02

億噸，調整幅度超過了市場分析師的預測。美國農業部將巴西舊作玉米的進口預測上調了 200

萬噸，將其出口預測下調了 400 萬噸。總之，巴西舊作玉米的年末庫存減少了 100 萬噸至 523

萬噸。 

往遠看 2021/22 年度的穀物生產，美國玉米資產平衡表在供應一側基本沒有什麼驚訝。

美國農業部援引了 3 月份作物播種意願報告中的玉米播種面積預測，以及趨勢性單產預測

11.27 噸/公頃（179.5 英斗/英畝）。這些資料導致美國玉米產量預測為 3.80995 億噸（149.9

億英斗），這也基本上是業內的預測水準。 

美國農業部在美國玉米資產平衡表需求一側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意外。該部將用於燃料乙

醇生產的玉米消耗量預測上調了 571.5 萬噸（2.25 億英斗）至 1.3209 億噸（52 億英斗），

原因是預期的經濟復蘇將會增加燃料乙醇的消耗量。更有趣的是，美國農業部預測 2021/22

年度美國玉米的出口有所減少，原因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巨大產量將對美國玉米的出口造成

衝擊。但是，美國農業部稱下一個市場年度的初期阿根廷和巴西的產量減少將有利於美國玉

米的出口。美國農業部將 2021/22 年度中國的玉米進口預測維持在 2020/21 年度相同的水

準 2600 萬噸。但是有些市場分析師認為中國的玉米庫存在減少，以及禁止使用食品廢料來養

豬，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量有增加的潛力。 

總之，美國農業部預期 2021/22 年度的年末庫存為 3823 萬噸（15.07 億英斗），導致

年末庫存消耗比接近 10.2%。美國農業部預測玉米的農場價格為 5.70 美元/英斗，較 2020/21

年度上漲了 1.35 美元/英斗，而該部還說 2020/21 年度大多數玉米產量都以較低的價格易手

了。 



 

美國之外，美國農業部認為全球玉米產量將會增加並達到創紀錄水準的美好畫面。

2021/22 年度世界玉米的產量預測為 11.89 億噸，較 2020/21 年度的 11.28 億噸有所增加。

美國農業部預計美國、巴西、阿根廷、烏克蘭和中國的玉米產量會增加。世界玉米的消耗量預

計增加 3%，歐盟、墨西哥、日本和土耳其的進口量預計會增加，2021/22 年度世界玉米的年

末庫存預計為 2.92 億噸，較 2020/21 年度增加了 870 萬噸，使得年末庫存消耗比為 21.3%，

較 2020/21 年度有所增加。 

從技術角度，7 月份玉米合約處在極端超買狀態的一個修正過程中。市場在 5 月份《世界

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發佈前大漲並創出新的合約高點，基金的大量購買使得 7 月份玉米合

約進入極端超買的地步。技術圖表上 7 月份玉米合約還沒有形成一個反轉的信號，顯示

2020/21 年度的牛市還沒有結束。美國實際玉米供應保持緊張，基差水準處於創紀錄的高位。

如果密西西比河能夠很快恢復航行，美國農業部對新作玉米的出口預期暗示市場還有上漲的

潛力。常言道“牛市一直有機會進入”，芝加哥期貨市場可能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入市點

位。 

 

利率水準和宏觀經濟市場，2021 年 5 月 13 日 

 目前 周變化 周變化% 月變化 月變化% 一年走勢 

利率水準： 

 

  美國基本利率 

  LIBOR（6 個月） 

  LIBOR（一年） 

標普 500 

道瓊工業指數 

美元指數 

WTI 原油 

布倫特原油 

來源：DTN ProphetX, WPI 

 

  



 

芝加哥 7 月份玉米期貨: 
 

 

來源: Prophet X 

 

當前的市場價格： 

期貨價格表現，2021 年 5 月 13 日 

商品 5 月 13 日 5 月 7 日 淨變化 

玉米  

5 月 21 日 719.00 772.75 -53.75 

7 月 21 日 674.75 732.25 -57.50 

9 月 21 日 583.00 654.75 -71.75 

12 月 21 日 558.25 636.50 -78.25 

大豆  

5 月 21 日 1612.25 1621.00 -8.75 

7 月 21 日 1584.00 1589.75 -5.75 

8 月 21 日 1522.25 1537.50 -15.25 

9 月 21 日 1439.75 1468.50 -28.75 

豆粕  

5 月 21 日 423.50 442.50 -19.00 



 

7 月 21 日 421.40 441.80 -20.40 

8 月 21 日 416.70 435.80 -19.10 

9 月 21 日 411.00 429.00 -18.00 

豆油  

5 月 21 日 68.04 66.38 1.66 

7 月 21 日 65.78 64.48 1.30 

8 月 21 日 62.58 61.23 1.35 

9 月 21 日 60.74 59.63 1.11 

軟紅冬小麥  

5 月 21 日 726.50 773.50 -47.00 

7 月 21 日 701.50 761.75 -60.25 

9 月 21 日 701.25 762.25 -61.00 

12 月 21 日 705.50 765.25 -59.75 

硬紅冬小麥  

5 月 21 日 652.25 727.75 -75.50 

7 月 21 日 657.75 736.75 -79.00 

9 月 21 日 663.25 740.50 -77.25 

12 月 21 日 670.75 746.75 -76.00 

MGEX (硬紅春小麥) 

5 月 21 日 745.50 789.00 -43.50 

7 月 21 日 741.25 797.50 -56.25 

9 月 21 日 746.75 802.75 -56.00 

12 月 21 日 750.50 804.25 -53.75 

*價格單位：美分/英斗（5000 英斗） 

 

美國天氣和播種進展 

美國穀物播種進展 

商品種類 2021 年 5 月 9 日 上周 去年 五年平均水準 

玉米 67% 46% 65% 52% 

高粱 22% 20% 27% 28% 

大麥 71% 53% 57% 60% 

 

美國乾旱監測天氣預報: 美國氣象局天氣預報中心７天定量降雨預報（QPF）顯示路易斯安

那州和德克薩斯州的墨西哥灣沿海地區、以及德克薩斯州的東半部、俄克拉哈馬州、堪薩斯州

和中西部的下部，累計有中到大雨，降雨量從 2 英寸到 4 英寸以上。東南地區、大西洋中部沿

海的局部和東北地區，累計降雨量較少（普遍不到 1 英寸）。西部比較乾燥，只有新墨西哥州

東部、科羅拉多州和懷俄明州的局部預計有累計不到 1.5 英寸的降雨。 



 

未來 6-10 天的天氣預報顯示美國大陸的大部氣溫高於正常水準的概率為中到高，只有加利

福尼亞南部、俄勒岡州的西部和華盛頓州、東南地區有所例外，後者氣溫低於正常水準的概率

中等。降雨方面，洛磯山北部、平原各州和中西部的上部，降雨量高於正常水準的概率中等。

相比而言，太平洋西北地方、加利福尼亞的北部和西南地區的部分地區，以及美國東部，降雨

量預計低於正常水準。 

 

美國穀物出口統計 

出口銷售和出口：2021 年 5 月 6 日 

商品 
總銷量  

(噸) 

出口  

(噸) 

年度已出口  

(千噸) 

年度預定貨量 

(千噸) 

年度預定貨量變化  

（%） 

小麥 118,100 523,100 23,006.0 25,527.9 -3% 

玉米  572,500 1,544,100 45,047.5 67,743.7 76% 

高粱  78,500 183,800 5,708.0 7,229.3 101% 

大麥 0 400 25.9 28.6 -43% 

玉米：本周 2020/2021 年度的銷量淨減少了 11.34 萬噸，為本年度周度最低，較前一周和

前四周的平均水準顯著降低。報告增加的地區為墨西哥（16.87 萬噸，包括減少的 4.87 萬

噸）、韓國（11.68 萬噸，包括轉自未知目的地的 6.8 萬噸和減少的 1.93 萬噸）、日本（8.14

萬噸，包括轉自未知目的地的 8.62 萬噸和減少的 6.14 萬噸）、哥倫比亞（4.6 萬噸，包括轉自

未知目的地的 5.0 萬噸和減少的 4000 噸）和瓜地馬拉（4.1 萬噸，包括轉自薩爾瓦多的 2.36 萬

噸、轉自哥斯大黎加的 8000 噸和轉自尼加拉瓜的 8000 噸），但增加量完全被中國（33.43 萬

噸）和未知目的地（19.26 萬噸）為主的減少所抵銷。 

本周 2021/22 年度的淨銷量為 208.36 萬噸，主要銷往中國（136 萬噸）、未知目的地

（25.4 萬噸）、墨西哥（21.95 萬噸）、瓜地馬拉（8.46 萬噸）和日本（7.1 萬噸）。 

本周的出口量為 154.41 萬噸，較前一周減少了 30%，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減少了 18%。

主要的出口目的地為中國（35.57 萬噸）、墨西哥（30.81 萬噸）、日本（28.68 萬噸）、韓國

（24.78 萬噸）和埃及（5.92 萬噸）。 

可選產地的銷售：2020/21 年度，當前未執行的可選產地的銷售為 26.85 萬噸，銷往未知

目的地（18.95 萬噸）和韓國（7.9 萬噸）。 

大麥：本周 2020/21 年度的銷量淨減少了 2000 噸，較前一周和前四周的平均水準顯著減

少。報告減少的地區為日本。2021/22 年度的淨銷量為 2000 噸，銷往日本。本周出口了 400

噸，較前一周減少了 13%，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減少了 23%。出口目的地主要為加拿大（200

噸）。 

高粱：本周 2020/2021 年度的淨銷量為 7.11 萬噸，較前一周顯著增加，但較前四周的平均

水準減少了 63%。報告增加的地區為中國（13.91 萬噸，包括轉自未知目的地的 6.8 萬噸和減少

的 7400 噸），但增加量部分被未知目的地的減少（6.8 萬噸）所抵銷。本周出口了 18.38 萬噸，

較前一周增加了 5%，但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減少了 52%。出口目的地為中國（18.37 萬噸，包

括遲報的 5.87 萬噸）和墨西哥（100 噸）。 

遲報：本周 2021/22 年度總計出口到中國的 5.87 萬噸被遲報。 



 

來源：美國農業部市場服務處，小麥和大麥的銷售年度為 6月 1日至 5月 31日；玉米、高粱和大豆的銷售年度為 9月 1日至

8月 31日。周度報告由於出口商的修正和前一周出現的撤單而有所變化.  

 

離岸價： 

 

 

 

美國出口檢驗: 2021 年 5 月 6 日 

商品 (噸) 

出口檢驗 
當前 

銷售年度 

前一個銷售

年度 

銷售年度變化

（%） 本周 上周 

大麥 0 499 33,143 30,548 108% 

玉米 1,707,142 2,211,277 45,154,050 25,183,039 179% 

高粱 125,111 235,496 5,743,029 2,726,059 211% 

大豆 236,918 144,348 55,696,221 34,314,529 162% 

小麥 545,587 532,704 23,697,003 23,440,233 101% 

美國農業部穀物出口檢驗報告：2021 年 5 月 6 日 

前一周 黃玉米 占總量的%  白玉米 占總量的%  高粱 占總量的%  

五大湖 0 0% 0 0% 0 0% 

大西洋口岸 0 0% 0 0% 0 0% 

墨西哥灣 1,082,489 65% 42,000 92% 125,011 100% 

太平洋西北港口 440,183 26% 0 0% 0 0% 

內陸鐵路出口 138,977 8% 3,493 8% 100 0% 

總計 (噸) 1,661,649 100% 45,493 100% 125,111 100% 

白玉米按國別運輸

（噸） 
  45,493 墨西哥   

白玉米總計（噸）   45,493    

高粱按國別運輸（噸）     125,011 中國 

     100 墨西哥 

高粱總計（噸）     125,111  



 

 

 

#2 白玉米 (美元/噸，離岸價） 

水分最多 15% 6 月 7 月 8 月 

墨西哥灣 N/A N/A N/A 

 

 

 

 

 

* 價格僅僅是基於市場報價。相信報價也反映了當前的市場狀況，但可能與實際報價有所差異。運輸條款、付款方式和品質可能
在供應商間有所不同，從而影響實際的成交價格 

 

黃玉米（美元/噸，離岸價） 

黃玉米 

水分最多 15% 

墨西哥灣 西北太平洋口岸 

基差  

(2 級 黃玉米) 

離岸價 

(2 級黃玉米) 

基差 

（2 級黃玉米） 

離岸價 

(2 級黃玉米) 

6 月 1.00+N $305.00 1.71+N $332.76 

7 月 0.97+N $303.62 1.68+N $331.58 

8 月 1.66+U $294.87 2.25+U $317.90 

高粱 (美元/噸，離岸價) 

2 級黃高粱 

水分最多 14% 

紐奧良 德克薩斯 

基差 離岸價 基差 離岸價 

6 月 N/A N/A 3.20+N $391.61 

7 月 N/A N/A 3.20+N $391.61 

8 月 N/A N/A 3.30+U $359.43 

蛋白飼料顆粒(CGFP) (美元/噸，離岸價) 

  6 月 7 月 8 月 

紐奧良 $285 $287 $287 

數量 5,000 噸 

玉米蛋白粉(CGM) (美元/噸，離岸價) 

散裝，60%蛋白 6 月 7 月 8 月 

紐奧良 $780 $772 $772 

最少 5000-10,000 噸 



 

各地新聞： 

阿根廷：羅薩里奧糧食交易所稱帕拉納河的水位低造成一些玉米出口延遲或被改成該國的

大西洋碼頭啟運。 

巴西：根據帕拉納州農業和供應部秘書長的說法，該州二茬玉米長勢的良優比下降至

25%。帕拉納州的玉米產量被下調了 8.5%至 1223 萬噸。Deral 稱帕拉納州的玉米長勢的良優

比只有 25%，而一個月前的良優比為 92%。AgRural 將巴西二茬玉米的總產量下調至 6960 萬

噸，而 2020 年的產量為 7510 萬噸。CONAB 稱二茬玉米的產量將達到 7970 萬噸。單產水準

將為三年來的最低。全年玉米產量將為 9550 萬噸，較去年的 1.026 億噸有所減少。有些諮詢

機構稱玉米總產量可能低至 9350 萬噸。 

加拿大：截至 3 月 31 日，大麥的盈餘庫存較一年前下降了 20.5%，總計為 280 萬噸。燕

麥庫存較一年前下降了 2.5%，總計為 180 萬噸。 

中國：根據中國國家糧油資訊中心（CNGOIC）的報告 2021 年玉米播種面積將會增加

3.3%，產量增加 4.3%至 2.72 億噸。玉米產量的增加是以大豆種植的減少為代價，大豆播種面

積將會減少 6.9%。該中心預測玉米進口量將從 2020/21 年度的 2800 萬噸減少至 2000 萬噸，

但高粱和大麥的進口量將各增加至 1000 萬噸。這樣，高粱進口量將增加 43%，大麥進口量增

加 5.2%。諮詢機構 CoFeed 停止發佈自己的統計報告。 

歐盟：法國農漁業部預期 2021 年玉米播種面積將減少 10%至 144 萬公頃，春大麥的播種

面積預計為 59.3 萬公頃，較一年前減少了 25%。晚春霜凍對播種面積的影響預計比較有限。 

南非：2021/22 年度高粱產量將減少 16%至 16 萬噸，進口量將達到 2 萬噸。未來 10 年

高粱產量將減少，原因是農民將改種更加掙錢的作物品種。 

韓國：KFA 招標採購 6.9 萬噸可選產地的玉米，由於報價太高而放棄。NOFI 招標採購

27.6 萬噸的玉米（三批次交貨），購買到了 27.5 萬噸。 

烏克蘭：玉米離岸價達到 10 年來的新高，7 月-6 月市場年度截至目前的出口總量達到

1960 萬噸，年對年減少超過了 20%。 

 

帶可溶物的玉米乾酒粕（DDGS）市場綜述 

DDGS 評點：本周美國 DDGS 價格上漲了 12 美元/噸，儘管市場內的人士說最近幾天市場

已經變得波動性很大。美國農業部的《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很有支撐力，但田納西州孟菲

斯市附近密西西比河航運關閉，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DDGS 與玉米現貨的價格比為 90%，較

前一周上升，但低於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 110%。DDGS 與坎薩斯城的豆粕價格比與前一周保持

穩定為 52%，也高於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 42％。 

在出口市場，DDGS 價格穩中有跌。紐奧良港 6-8 月份的離岸價保持穩定或下跌了 2 美元/

噸至 322-325 美元/噸。美國鐵路運輸的 DDGS 價格本周保持穩定，但 40 尺貨櫃道東南亞的價

格下跌了 4 美元/噸至 374 美元/噸。 

 



 

 

遠洋運費點評 

運輸和出口報告（O’Neil 商品諮詢公司）：結果是運費上漲較為活躍的一周，但到週四收

盤時運費市場有所冷靜而平穩。鐵礦砂的需求在下滑，運費市場可能耗費完了燃料，只是動能在

推動市場走高。巴拿馬 FFA 費率從 2.525 萬下滑至 2.45 萬美元，第三季度下滑至 2.3 萬美元。 

貨櫃運輸沒有根本改善，困難的局面和較高的運費影響了貨櫃運輸的美國糧食出口。本周美

國農業部的報告顯示貨櫃運輸的糧食出口量為 5.2115 萬噸。承運者和貨主到今年底估計都不會

太輕鬆。 

請注意美國海岸自衛隊關閉了田納西州孟菲斯市附近密西西比河的駁船運輸，原因是一座大

橋出現裂縫。目前超過 400 艘駁船運輸的貨物被延誤。這將對紐奧良港裝卸貨物的物流產生很大

問題。 

 

DDGS 價格表: 2021 年 5 月 13 日 (美元/噸) 

(數量，供貨量，付款和運輸方式各不相同) 

運輸終點 

品質：蛋白+脂肪最低 35% 
6 月 7 月 8 月 

美國紐奧良駁船到岸價  316 317 317 

美國墨西哥灣離岸價  324 325 325 

鐵路到達美國西北太平洋港口 337 338 338 

鐵路到達美國加州港口 339 339 339 

美國德克薩斯州拉雷多市大橋中央 337 339 340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勒斯布里奇市的離岸價 309 311 312 

40 尺貨櫃南韓的到岸價 (釜山港) 355 355 355 

40 尺 貨櫃臺灣到岸價 (高雄港) 365 365 365 

40 尺貨櫃菲律賓到岸價（馬尼拉） 375 375 375 

40 尺貨櫃印尼到岸價（雅加達）  373 373 373 

40 尺貨櫃馬來西亞到岸價 (巴生港) 375 375 375 

40 尺貨櫃越南到岸價（胡志明市） 378 378 378 

40 尺貨櫃日本到岸價 (橫濱港) 375 375 375 

40 尺貨櫃泰國到岸價 (LCMB) 375 375 375 

40 尺貨櫃中國到岸價 (上海港) 370 370 370 

40 尺貨櫃孟加拉到岸價（吉大港） 400 400 400 

40 尺貨櫃緬甸到岸價（仰光港） 373 375 375 

美國坎薩斯城鐵路貨場 295 295 295 

美國伊利諾斯埃爾伍德貨場 298 298 299 

資訊來源: WPI  

*所有價格僅為市場報價，運輸條款、付款方式和品質可能在供應商間有所不同，而影響實際銷售價格 



 

散裝海運費 — 重穀物、高粱和大豆* 

航線和貨船 
本周 

美元/噸 

與前一周

相比 
備註 

5.5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日本 $67.00 升 $2.00 大型靈便船$66.50MT 

5.5 萬噸,美國西北太平洋口岸到日本 $39.50 升 $1.50 大型靈便船$36.50/MT 

6.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中國 $66.00 

$38.75 

升 $1.50 

升 $1.25 
中國北方 

美國西北太平洋口岸到中國 

2.5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墨西哥 Veracruz $27.50 升 $0.50 日卸貨 4,000 噸 

3.0-3.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墨西哥 Veracruz $23.50 升 $0.50 深水碼頭，日卸貨 6,000 噸 

3.0-3.0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哥倫比亞 

5.0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哥倫比亞東海岸 

來自阿根廷 

$37.00 

$36.00 

$50.50 

升 $1.00 哥倫比亞西海岸$49.50 

4.3-4.5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瓜地馬拉 $42.00 升 $1.00 Acajutla/Quetzal - 8,000 噸 

2.6-3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阿爾及利亞 
$52.00 

$54.50 
升 $1.50 

日卸貨 8,000 噸 

日卸貨 3,000 噸 

2.6-3.0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摩洛哥 $50.50 升 $1.50 日卸貨 5,000 噸 

5.5-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埃及 $52.50 
 

$52.50 

升 $1.50 

55,000 -60,000 噸 

                 西北太平洋口岸到埃及 
羅馬尼亞-俄羅斯-烏克蘭-法國 

$18.50-$19.00-$19.50-$28.25 

6.0-7.0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歐洲鹿特丹 $25.50 未變 大型靈便船，+$1.75-$2.00/噸 

巴西桑托斯港到中國 
$57.00 

$56.00 
 

$57.00 

升 $1.50 

5.4-5.9 萬噸超大型靈便船-巴拿馬型 

巴西桑托斯港到中國 6.0-6.6 萬噸超巴拿馬型 

巴西北部內河上游伊特科提亞拉港 
巴西北部河上游 5.5 萬噸以上，每噸

增加$7.5/噸 

5.6-6.0 萬噸,阿根廷到中國深水港 $62.00 升 $1.50 河上游船舶頂層拿掉+$3.75/噸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本表所有數字都基於前一晚的收盤價 

 

波羅的海乾散貨船指數 

2021 年 5 月 13 日 
本周 上周 變化 % 

航線 

P2A : 墨西哥灣/大西洋-日本 37,518 36,486 1,032 2.8 

P3A – 太平洋西北口岸-日本 29,727 28,788 939 3.3 

S1C: 美國墨西哥灣-中國-日本南部 26,411 26,189 222 0.8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好望角型船舶運費 

西澳大利亞到中國南方（鐵礦砂） 

四周前 $10.55-11.50 

三周前 $11.10-11.75 

兩周前 $11.55-13.00 

一周前 $14.00-14.80 

本周 $14.00-15.00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美國-亞洲市場的運費差價 

2021 年 5

月 13 日 

太平洋西北

口岸 
墨西哥灣 差價/英斗 差價/噸 優勢 

2 級玉米 1.68 0.96 0.72 $28.34 墨西哥灣 

大豆 1.60 0.90 0.70 $25.72 西北港口 

遠洋運費 $38.75 $66.00 0.69-0.74 $27.25 6 月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不同產地散貨糧食到歐洲的運費  

  
來源：WPI和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主要供應國和目的地之間乾散貨穀物運費費率，2021年5月13日 

產地 目的地 本周 月變化 月變化% 年變化 年變化% 兩年走勢 

巴拿馬型和超大靈便船 

美國墨西哥灣 

日本 

 

美國西北港口 

阿根廷 

巴西 

美國墨西哥灣 

中國 
美國西北港口 

阿根廷 

巴西 

美國墨西哥灣 

歐洲 阿根廷 

巴西 

阿根廷 
沙特 

巴西 

美國墨西哥灣 

埃及 
美國西北港口 

阿根廷 

巴西 

靈便船 

美國墨西哥灣 

摩洛哥 

 

美國五大湖 

阿根廷 

巴西 

美國五大湖 
歐洲 

巴西 

阿根廷 阿爾及

利亞 巴西 

美國墨西哥灣 
哥倫比

亞 
美國西北港口 

阿根廷 

航運指數 

波羅的海指數  

來源：WPI 和 O’Neil 商業諮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