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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穀 物 每 週 市 場 展 望  

2021 年 6 月 21 日 

本期重點： 

1. 上周（6 月 11 日-17 日）7 月份玉米合約價格下跌了 51.50 美分/英斗（7.5%） 

2. 玉米上周出口了 166.16 萬噸，較前一周增加了 1%，中國、日本、墨西哥、哥倫比亞和

摩洛哥；高粱出口量為 11.6 萬噸，較前一周明顯增加，出口目的地為中國 

 

展望：本周 7 月份玉米合約價格下跌了 51.50 美分/英斗（7.5%），基金的一波拋售潮和

多頭的兌現對芝加哥期貨市場形成壓力。美國天氣預報轉好激發了一些“脫險”交易，宏觀

一周回顧：7 月份玉米合約 

美元/英

斗 

週五 

6 月 11 日 

週一 

6 月 14 日 

週二 

6 月 15 日 

週三 

6 月 16 日 

週四 

6 月 17 日 

漲跌 -14.50 -25.25 8.25 5.50 -40.00 

收盤價 684.50 659.25 667.50 673.00 633.00 

市場的

影響因

素 

儘管《世界農產

品供需預測報

告》利多，北方

平原和加拿大南

部的降雨使得玉

米市場出現了拋

售。美國農業部

對巴西玉米產量

的預測仍高於大

多數私人機構，

意味著未來可能

仍有下調。但

是，由於美國玉

米作物目前沒有

什麼威脅，期貨

價格下跌。 

市場裡湧現的兌

現潮，使得玉米

期貨價格下跌，

儘管週末的降雨

量少於預期。美

國農業部稱上周

的玉米出口檢驗

量為 6080 萬英

斗，與完成美國

玉米出口預期所

需的周度平均水

準持平。市場目

前的焦點是 6 月

30 日即將發佈

的種植面積報

告。 

市場裡的牛市

泛溢幫助 7 月

份期貨價格在

早盤下跌的情

況下尾盤上

漲。市場下跌

低於主要支撐

位元，但發現

了終端使用者

的購買而收盤

上漲。上周玉

米作物的長勢

評級下降，良

優比為

68%。在美聯

儲會議前宏觀

市場較弱。 

在昨日的技術

性交易後，牛

市泛溢繼續幫

助 7 月份玉米

合約上漲。燃

料乙醇產量下

降，儘管汽油

需求增加了

10%但庫存水

準仍有增加。

美國農業部報

告新作玉米向

未知目的地銷

售了 15.3 萬

噸。美元上漲

了 59 點。 

美國玉米種植

帶的降雨預

報，以及基金

的兌現使得 7

月、9 月、12

月和 3 月玉米

期貨價格跌

停。芝加哥期

貨市場的基金

都處於拋售模

式，脆弱的宏

觀市場沒能提

供任何幫助。

美元又大漲了

80 點，美國股

市下跌。 

 



 

市場（黃金、美國股市和美元）的波動性進一步加劇了玉米市場的下滑。週四的交易也包含了

合理比例的技術性交易和關鍵支撐位元以下而激發的止損性賣出。 

最新的天氣預報是玉米期貨價格下跌的最大觸發因素。上週末和本周的天氣模式趨於給

玉米種植帶和北部平原帶來更多的降雨，以及本周美國東部的天氣比較涼爽。這樣的天氣轉

變有助於改善作物的長勢，激發了多頭的倉位兌現，即使玉米種植帶的大部和美國西部仍保

持乾燥。長期的天氣預報顯示 7 月份的天氣比較幹熱，但這些天氣模式的置信性較低。從現

在起，交易更多地依賴於短期的天氣預報，目前這個因素對於市場而言偏於利空。 

週四影響芝加哥期貨市場的另一個因素是美元指數上漲了 80 點。5 月中旬美元指數接近

其兩年來的低點，然後上漲超過了 200 多點，其中過去兩天上漲了 138 點。這直接對穀物市

場造成壓力，特別是小麥，小麥對美元的變化特別敏感。另外，美國股市由於通脹擔憂而趨

弱，黃金期貨由於兌現交易而大幅下跌。後兩個因素對玉米期貨沒有直接影響，但巨大的波動

性也使得基金和風險管理人調整農產品市場的倉位。 

出口銷售報告顯示上周 2020/21 年度的淨銷量為 21.28 萬噸，出口量為 166.1 萬噸。出

口量較前一周增加了 1%，使得年度至今的出口總量增加了 75%達到 5457.3 萬噸，而年度至

今的訂貨總量增加了 68%，達到 6931.5 萬噸。新作玉米（2021/22 年度）的淨銷量為 27.6

萬噸，使得新作的訂貨總量達到 1537 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347%。 

美國基差水準保持堅挺，但較 5 月份的創紀錄高位有所下滑。本周全美的平均基差報價

較 7 月份合約價格高 7 美分（7N），較上周的 9N 有所下跌，但遠高於去年同期的-57N。本

周墨西哥灣黃玉米的離岸價下跌了 8%，7 月份的價格為 284.63 美元/噸。 

從技術角度，7 月份玉米期貨價格本周跌破了兩個重要的支撐位（5 月 28 日的日內低點

6.51 美元/英斗和趨勢性支撐位 6.35 美元/英斗），這顯示價格還要下跌。下一個重要的技術

目標是 5 月 26 日的日內低點 6.0275 美元/英斗和低於其的 100 日移動均線（5.9325 美元/

英斗）。由於巴西二茬玉米的產量預測還在減少，而中國 2021/22 年度的進口量預測還在增

加，市場不大可能在這兩個重要支撐位以下大幅拋售。現貨市場的消息稱終端使用者都在採

用即用即買的策略，市場下探至 6.00 美元/英斗將會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買入機會。 

利率水準和宏觀經濟市場，2021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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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 

商品 6 月 17 日 6 月 11 日 淨變化 

玉米  

7 月 21 日 633.00 684.50 -51.50 

9 月 21 日 548.50 629.75 -81.25 

12 月 21 日 532.50 609.75 -77.25 

3 月 22 日 539.50 616.00 -76.50 

大豆  

7 月 21 日 1329.75 1508.50 -178.75 

8 月 21 日 1295.00 1482.50 -187.50 

9 月 21 日 1258.50 1447.50 -189.00 

11 月 21 日 1252.75 1438.75 -186.00 

豆粕  

7 月 21 日 361.50 383.30 -21.80 

8 月 21 日 362.80 386.00 -23.20 



 

9 月 21 日 364.70 388.80 -24.10 

10 月 21 日 365.80 390.30 -24.50 

豆油  

7 月 21 日 56.57 66.98 -10.41 

8 月 21 日 54.34 65.65 -11.31 

9 月 21 日 53.56 65.01 -11.45 

10 月 21 日 52.85 64.30 -11.45 

軟紅冬小麥  

7 月 21 日 639.00 680.75 -41.75 

9 月 21 日 643.00 685.75 -42.75 

12 月 21 日 649.75 693.25 -43.50 

3 月 22 日 656.50 700.00 -43.50 

硬紅冬小麥  

7 月 21 日 585.25 638.00 -52.75 

9 月 21 日 594.25 645.75 -51.50 

12 月 21 日 604.75 654.50 -49.75 

3 月 22 日 615.25 663.25 -48.00 

MGEX (硬紅春小麥) 

7 月 21 日 751.25 764.75 -13.50 

9 月 21 日 756.25 771.25 -15.00 

12 月 21 日 755.50 774.50 -19.00 

3 月 22 日 753.75 775.75 -22.00 

*價格單位：美分/英斗（5000 英斗） 

 

美國天氣和播種進展 

美國作物長勢評級: 2021 年 6 月 13 日 

作物種類 非常差 差 一般 良好 非常好 

玉米 1% 4% 27% 56% 12% 

高粱 0% 2% 24% 64% 10% 

大麥 5% 14% 36% 38% 7% 

來源: USDA, World Perspectives, Inc. 

 

美國乾旱監測天氣預報: 6 月 16 日，國家氣象局（NWS）天氣預報中心預報一直到 6 月

21 日傍晚兩個地區將有明顯的降雨。一個地區是五大湖地區的大部和俄亥俄河谷，其中威斯康

辛州的南部和伊利諾斯州的北部受益很大。從墨西哥灣沿海中部到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的西

北部以及南卡羅萊納州的西部，預計會有大雨，該降雨與同日下午國家颶風中心監測的一個熱



 

帶風暴有關。有關該風暴的更多資訊，請注意國家颶風中心、氣象預報中心和當地的天氣預報

中心的最新預報。 

NWS 氣象預報中心 6 月 22-26 日的天氣預報顯示五大湖的西部、密蘇裡河谷的下游、以

及東南地區（佛羅里達州的南部除外），降雨量高於正常水準；而太平洋西北地方、西部內陸

山區、北達科他州的降雨量低於正常水準。在該段時間，大平原的西部和西部地區，氣溫高於

正常水準，而從五大湖到墨西哥灣的中部和東部，氣溫預計低於正常水準。在阿拉斯加州，6

月 22-26 日期間北方地區氣溫高於正常水準；東中部降雨量低於正常水準，該州其餘地區降雨

量高於正常水準。 

 

美國穀物出口統計 

出口銷售和出口：2021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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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00 298,600 434.8 5,799.5 -8% 

玉米  212,800 1,661,600 54,573.3 69,315.8 67% 

高粱  0 116,000 6,336.9 7,226.1 80% 

大麥 0 0 0.0 24.7 -39% 
來源: USDA, World Perspectives, Inc. 

 

玉米：本周 2020/2021 年度的淨銷量為 1.8 萬噸，較前一周減少了 91%，較前四周的平均

水準減少了 95%，報告增加的地區主要為日本（6.99 萬噸，包括轉自未知目的地的 13.82 萬噸

和減少的 7.05 萬噸）、沙烏地阿拉伯（5.75 萬噸）、哥倫比亞（4.4 萬噸，包括轉自未知目的

地的 4.0 萬噸）、墨西哥（3.57 萬噸，包括減少的 7300 噸）和尼加拉瓜（3.14 萬噸，包括在

轉自薩爾瓦多的 2.09 萬噸、轉自瓜地馬拉的 7500 噸和減少的 4500 噸），但增加量部分被未

知目的地（15.22 萬噸）和哥斯大黎加（9.67 萬噸）的減少所抵銷。本周 2021/22 年度的淨銷

量為 27.61 萬噸，主要銷往墨西哥（10.0 萬噸）、哥斯大黎加（9.74 萬噸）、瓜地馬拉（4.22

萬噸）、臺灣（2.15 萬噸）和牙買加（6900 噸）。 

本周出口了 166.16 萬噸，較前一周增加了 1%，但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減少了 16%。主要

的目的地為中國（61.55 萬噸）、日本（55.03 萬噸）、墨西哥（34.81 萬噸）、哥倫比亞（4.4

萬噸）和摩洛哥（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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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萬噸，銷往未知目

的地。2021/22 年度，當前可選產地的銷售總計為 6.0 萬噸，銷往未知目的地。 

大麥：本周沒有出口銷售和出口運輸的報告。 

高粱：本周 2020/2021 年度的銷量淨減少了 5000 噸，報告增加的地區為中國（6.3 萬噸，

包括轉自未知目的地的 6.8 萬噸但減少了 5000 噸），增加量完全被未知目的地的減少（6.8 萬

噸）所抵銷還有不足。本周的出口量為 11.6 萬噸，較前一周明顯增加，但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減

少了 10%。出口目的地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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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出口檢驗: 2021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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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0 710 367 193% 

玉米 1,544,031 1,426,845 53,968,067 30,797,777 175% 

高粱 151,716 62,584 6,417,930 3,741,840 172% 

大豆 128,092 239,384 56,806,815 36,231,175 157% 

小麥 480,341 493,638 673,329 799,558 84% 

美國農業部穀物出口檢驗報告：2021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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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962 55% 30,146 68% 151,117 100% 

太平洋西北港口 439,075 29% 0 0% 0 0% 

內陸鐵路出口 230,630 15% 14,218 32% 599 0% 

總計 (噸) 1,499,667 100% 44,364 100% 151,716 100% 

白玉米按國別運輸(噸)   44,316 墨西哥   

   48 愛爾蘭   

白玉米總計（噸）   44,364    

高粱按國別運輸（噸）     116,017 墨西哥 

     33,900 蘇丹 

     1,200 馬達加斯加 

     599 墨西哥 

高粱總計（噸）     151,716  



 

離岸價： 

 

 

#2 白玉米 (美元/噸，離岸價） 

水分最多 15% 7 月 8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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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0.90+N $284.63 1.57+N $310.81 

8 月 1.51+U $275.48 2.13+U $299.59 

9 月 1.18+U $262.19 2.05+U $2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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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N/A N/A 3.15+N $373.21 

8 月 N/A N/A 3.90+U $369.47 

9 月 N/A N/A 2.95+U $332.07 

蛋白飼料顆粒(CGFP) (美元/噸，離岸價) 

  7 月 8 月 9 月 

紐奧良 $250 $252 $252 

數量 5,000 噸 

玉米蛋白粉(CGM) (美元/噸，離岸價) 

散裝 60%蛋白 7 月 8 月 9 月 

紐奧良 $740 $744 $744 

最少 5000-10,000 噸 



 

各地新聞： 

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糧食交易所將 2020/21 年度的玉米產量預測上調了 200 萬噸至

4800 萬噸。玉米價格漲跌不一，由於帕拉納河水位繼續下降導致駁船延誤了兩個月，農民的銷

售比較少。 

巴西：CONAB（相當於美國農業部），下調了二茬玉米的產量預測，較 5 月份的產量預測

下調了接近 1000 萬噸至 6995.7 萬噸。該部門還下調了出口預測和將全年玉米的總產量下調至

9693.2 萬噸，低於美國農業部的預測。玉米收穫步伐慢於去年，但它開始對玉米價格形成向下

的壓力。雖然玉米收穫只完成了 1-2%，但農民已經出售了預期產量的 56.9%。這增加了農民將

會違約的擔憂。由於匯率變化，玉米價格出現下跌。農業部長特雷薩克裡斯提娜稱國家生物技

術委員會將很快對是否允許進口轉基因玉米以平抑短缺做出決定。玉米進口量已經達到 82.1 萬

噸，較一年前增加了 78%。 

中國：密蘇里大學的本布朗稱中國的玉米進口量超過了美國農業部的預測，玉米庫存可能

低於官方的估計 1.98 億噸。一些私人機構稱中國的玉米進口量將達到 2900 萬噸，還有其它飼

料產品（高粱、大麥、DDGS 和木薯）的進口量 2500 萬噸。國有公司中儲糧於 6 月 18 日拍賣

了 37126 噸的玉米。該批玉米是 2020 年進口的 1130 萬噸的一部分。同時，政府正在採取措

施增加玉米產量以穩定價格。政府想要降低消費端的價格，但提高農民出售的價格，國家總理

李克強在吉林省視察時向農民保證在土地和化肥成本上漲的情況下政府不會允許玉米價格大幅

下滑。由於港口繁忙，至少有兩艘裝載美國玉米的輪船在港口滯留。 

墨西哥：國家農業委員會總裁考緹娜賈拉爾多稱政府將會推遲批准至少八個轉基因玉米品

種的進口許可。政府對轉基因玉米的禁令被認為不會在 2024 年前生效，但法律部門 COFEPRIS

對其進口批准的延遲將其提前了兩年。 

韓國：KFA 私下從 COFCO 採購了玉米，價格為 315 美元/噸。 

 

帶可溶物的玉米乾酒糟（DDGS）市場綜述 

DDGS 評點：本周美國 DDGS 價格繼續走低，和燃料乙醇的產量增加以及用戶已經購買了

近期的需要量有關。燃料乙醇廠的 DDGS 出廠價本周大幅下跌至 199 美元/噸。DDGS 與玉米現

貨的價格比為 82%，較前一周下降，也低於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 113%。DDGS 與坎薩斯城的豆

粕價格比較前一周降低至 54%，但高於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 46％。 

在國際市場，DDGS 的價格也在下跌，買家正在評估近期運費市場的大幅上漲和芝加哥期貨市場

的下跌。駁船運輸到紐奧良港的到岸價本周下跌了 30 美元/噸，而墨西哥灣的離岸價報價下跌了

28-30 美元/噸，7 月份啟運的價格平均為 246 美元/噸。40 尺貨櫃到東南亞的價格本周漲跌不

一，到緬甸和泰國的價格上漲了 3-4 美元/噸，而到馬來西亞和越南的價格下跌了 4 美元/噸。平

均來說，本周貨櫃到東南亞的價格為 332 美元/噸，較前一周的交易下跌了 3 美元/噸。 

 

 

 



 

 

遠洋運費點評 

運輸和出口報告（O’Neil 商品諮詢公司）：好望角型的紙面交易者決定是時候向前推動運

費價格上漲了。紙面市場的上漲似乎有點過頭，但實際運費市場的交易者被迫爭搶回補其空頭頭

寸以控制風險。巴拿馬型及其它板塊隨之上漲。這是過去三年來單周上漲幅度最大的一周，運費

上漲到了 2010 年以後不曾有過的高度。商品市場似乎對經濟超級大環有所疑問，但運費市場卻

想要全盤接受。坦率地講，我沒有看到基本面有什麼消息支撐幹散貨運費的上漲，但紙面交易者

控制了目前的局面。 

貨櫃運輸的糧食出口市場沒有多少新的消息。如果這個困難局面得以持續，未來幾個月將會

非常艱難。買家需要理解這個局面並做好相應的計畫。 

 

 

DDGS 價格表: 2021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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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月 9 月 

美國紐奧良駁船到岸價  230 233 238 

美國墨西哥灣離岸價  246 251 255 

鐵路到達美國西北太平洋港口 265 267 269 

鐵路到達美國加州港口 270 273 275 

美國德克薩斯州拉雷多市大橋中央 266 269 271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勒斯布里奇市的離岸價 250 253 255 

40 尺貨櫃南韓的到岸價 (釜山港) - - - 

40 尺 貨櫃臺灣到岸價 (高雄港) 321 321 321 

40 尺貨櫃菲律賓到岸價（馬尼拉） - - - 

40 尺貨櫃印尼到岸價（雅加達）  321 321 321 

40 尺貨櫃馬來西亞到岸價 (巴生港) 332 332 332 

40 尺貨櫃越南到岸價（胡志明市） 332 332 332 

40 尺貨櫃日本到岸價 (橫濱港) - - - 

40 尺貨櫃泰國到岸價 (LCMB) 338 338 338 

40 尺貨櫃中國到岸價 (上海港) - - - 

40 尺貨櫃孟加拉到岸價（吉大港） - - - 

40 尺貨櫃緬甸到岸價（仰光港） 339 339 339 

美國坎薩斯城鐵路貨場 245 247 251 

美國伊利諾斯埃爾伍德貨場 241 243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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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影響實際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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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 升 $5.50 大型靈便船$74.00MT 

5.5 萬噸,美國西北太平洋口岸到日本 $42.50 升 $3.50 大型靈便船$43.00/MT 

6.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中國 $72.50 

$41.50 

升 $5.50 

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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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升 $1.50 日卸貨 4,000 噸 

3.0-3.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墨西哥 Veracruz $26.50 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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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 

$38.00 

$52.50 

升 $2.00 哥倫比亞西海岸$50.00 

4.3-4.5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瓜地馬拉 $44.00 升 $2.00 Acajutla/Quetzal - 8,000 噸 

2.6-3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阿爾及利亞 
$56.50 

$59.00 
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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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 升 $3.50 日卸貨 5,000 噸 

5.5-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埃及 $57.00 

 

$57.00 

 

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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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28.00-$28.00 

法國$36.00 

6.0-7.0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歐洲鹿特丹 $23.00 升 $1.50 大型靈便船，+$1.75-$2.00/噸 

巴西桑托斯港到中國 $63.00 

$62.00 

 

$63.00 

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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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 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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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 
本周 上周 變化 % 

航線 

P2A : 墨西哥灣/大西洋-日本 43,091 40,186 2,905 7.2 

P3A – 太平洋西北口岸-日本 32,855 28,086 4,769 17.0 

S1C: 美國墨西哥灣-中國-日本南部 41,475 36,656 4,819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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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2.30 

三周前 $12.30-13.20 

兩周前 $10.40-11.00 

一周前 $9.60-10.50 

本周 $11.50-12.60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美國-亞洲市場的運費差價 

2021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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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0.82 0.66 $25.98 西北港口 

大豆 1.60 0.75 0.85 $31.23 兩者 

遠洋運費 $41.50 $72.50 0.79-0.84 $31.00 7 月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不同產地散貨糧食到歐洲的運費 

  

    阿根廷    巴西    美國墨西哥灣  美國西北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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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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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