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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穀物每週市場展望  

2021 年 8 月 09 日 

本期重點： 

1. 上周（7 月 30 日-8 月 5 日）12 月份玉米合約價格上漲了 7.75 美分/英斗（1.4%） 

2. 玉米上周出口量為 141.07 萬噸，較前一周增加了 4%，主要的出口目的地為中國、墨西哥、洪

都拉斯、日本和哥斯大黎加；高粱上周出口了 5.28 萬噸，較前一周減少了 24%，出口目的地主

要為中國 

一周回顧：12 月份玉米合約 

美元/英

斗 

週五 

7 月 30 日 

週一 

8 月 2 日 

週二 

8 月 3 日 

週三 

8 月 4 日 

週四 

8 月 5 日 

漲跌 -11.25 14.00 -7.50 -5.00 6.25 

收盤價 545.25 559.25 551.75 546.75 553.00 

市場的

影響因

素 

夜間南達科他州

和明尼蘇達州出

現降雨，玉米價

格下跌。週末的

天氣預報顯示降

雨的概率較大，

氣溫也降低。

《世界農產品供

需預測報告》發

佈前的倉位元調

整已然開始，交

易者擁抱玉米種

植帶東部的玉米

單產創紀錄的

高。中國和巴西

的玉米價格上

漲，顯示全球玉

米供應比較緊

張。 

週末的降雨比較

好，但未來一周

的天氣比較乾

燥，使得玉米價

格上漲。私人機

構將在本周發佈

初步的單產預

測，交易者也在

為《世界農產品

供需預測報告》

的發佈調整倉

位。巴西玉米產

量的預測繼續在

下滑，Agrural

預測玉米產量為

7750 萬噸。這

個下調有利於美

國玉米的出口並

支撐了玉米期貨

價格。 

玉米價格下

跌，接近交易

區間的中間

值，而美國玉

米作物的良優

比下降了 2 個

百分點。美國

農業部稱玉米

作物的良優比

為 62%，低於

預期。玉米期

貨價格受 100

日移動均線支

撐，處於橫盤

交易。小麥期

貨價格創出新

高，利多的小

麥/玉米價差對

玉米價格形成

壓力。 

上周燃料乙醇

產量保持穩

定，玉米價格

下跌到交易區

間的底部。由

於汽油消費增

加，燃料乙醇

的庫存水準在

下降。天氣模

式顯示平原地

區和玉米種植

帶的西部會有

降雨，玉米期

貨價格比較

弱。私人機構

對玉米單產水

準的預測低於

市場預期，對

期貨價格有所

支撐。 

玉米價格受

100 日移動均

線支撐出現上

漲。愛荷華州

的乾旱面積在

擴大，對價格

形成支撐。下

周美國的天氣

再次變得比較

幹熱，將會對

玉米的灌漿造

成影響。玉米

出口比較強

勁，達到

5550 萬英

斗，但低於周

度目標水準。

新作玉米的銷

售較前一周增

加了 50%，年

度至今增加了

110%。 



 

展望：本周 12 月份玉米合約價格上漲了 7.75 美分/英斗（1.4%）,又是上下波動橫向交

易的一周。市場在上週五大幅下跌，一則是月末的獲利兌現，二則較弱的宏觀經濟對期貨市場

形成壓力。自此以後，強勁的新作玉米出口需求，《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前的倉位調整，

以及美國比較乾燥的天氣預報，對玉米期貨價格形成支撐，但上漲並沒有出現太多的跟隨性

買入。下周《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將對美國和世界玉米的供應潛力提供市場所需的看

法，以及國際貿易模式會如何轉移到新的作物年度。在那之前，玉米期貨似乎將維持在 5.50

美元/英斗附近橫盤交易。 

下周《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最受關注的一個資料就是巴西玉米的出口預期。巴西的

二茬玉米遭受了乾旱及多重霜凍打擊，使得分析師都下調了各自的產量預測。一些私人機構

目前預測 2020/21 年度巴西的玉米產量在 7750-8000 萬噸之間，遠低於美國農業部 7 月份

的預測 9300 萬噸。有些分析師預計巴西的玉米出口量僅為 2000 萬噸，較 2019/20 年度減

少 40%。美國農業部預計將下調巴西玉米的產量預測以及出口預期，問題是 8 月份的報告中

這個調整幅度會有多大。不管如何，巴西玉米的減產將對其它國際供應國施加額外的負擔，包

括美國和烏克蘭，《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將會反映這一轉變。 

南美地區另一個利多發展是在阿根廷，乾旱少雨使得帕拉納河的水位下降，迫使該國河

上游的船舶裝貨量減少了 20%-50%。輪船只能在南部港口完成補裝，在這些港口每噸玉米的

價格增加了 55 美元/噸。目前，阿根廷正在進行的卡車司機罷工（上週五開始）限制了北方

玉米主產區到南方港口的運輸。這場罷工將大大減緩阿根廷的糧食出口項目，輪船無法在南

方港口補充裝貨。 

美國陳作玉米的出口銷售繼續延續其季節性緩慢模式，但周度出口量較前一周增加了 4%，

達到 141 萬噸。年度至今的出口總量增加了 64%達到 6350 萬噸，而年度至今的總訂貨量（出

口量加上未啟運的出口銷售量）增加了 59%達到 6972.3 萬噸。年度至今的總訂貨量達到美

國農業部 2020/21 年度出口預期的 96%，而年度至今的出口量是其出口預期的 88%。新作

玉米的出口銷售較前一周增加了 57%，使得 2021/22 年度的出口銷售量達到 1748.7 萬噸，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110%。 

從技術角度，12 月份玉米合約繼續保持橫向交易，下跌時的支撐來自 110 日移動均線。

該合約處於 5.40-5.65 美元/英斗狹窄的交易區間，在下周《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發佈

前不可能打破這個交易模式。除此之外，12 月份玉米合約的趨勢性支撐位為 5.23 美元/英斗，

而趨勢性阻力位為 5.8250 美元/英斗。市場似乎在在楔形模式下整理鞏固，長期的發展趨勢

還是上漲，最有可能從這個楔形模式形成向上的突破。不過，非常明顯基金在等待市場的進一

步發展，一旦出現利多的基本面發展，才會追隨任何的技術性上漲。《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

告》可能提供這樣的機會，但美國農業部經常要等到 9 月份才提供單產預測的重要調整。於

是，玉米期貨目前的橫向交易模式可能要持續到秋季，然後市場才會有重大的行動 

  



 

利率水準和宏觀經濟市場，2021 年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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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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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日 

商品 8 月 5 日 7 月 30 日 淨變化 

玉米  

9 月 21 日 555.75 547.00 8.75 

12 月 21 日 553.00 545.25 7.75 

3 月 22 日 561.00 553.25 7.75 

5 月 22 日 565.75 558.00 7.75 

大豆  

8 月 21 日 1402.50 1414.75 -12.25 

9 月 21 日 1335.75 1355.50 -19.75 

11 月 21 日 1328.50 1349.25 -20.75 

1 月 22 日 1333.00 1354.25 -21.25 

豆粕  

8 月 21 日 356.90 352.60 4.30 

9 月 21 日 355.50 351.30 4.20 

10 月 21 日 354.20 350.30 3.90 

12 月 21 日 357.30 353.90 3.40 

豆油  

8 月 21 日 62.47 65.82 -3.35 

9 月 21 日 61.47 64.42 -2.95 

10 月 21 日 60.97 63.54 -2.57 

12 月 21 日 60.86 63.04 -2.18 

軟紅冬小麥  

9 月 21 日 712.75 703.75 9.00 

12 月 21 日 725.25 713.00 12.25 

3 月 22 日 735.50 720.50 15.00 

5 月 22 日 736.25 719.75 16.50 

硬紅冬小麥  

9 月 21 日 691.50 673.25 18.25 

12 月 21 日 703.00 684.25 18.75 

3 月 22 日 712.75 691.50 21.25 

5 月 22 日 715.00 694.25 20.75 

MGEX (硬紅春小麥) 

9 月 21 日 903.75 904.75 -1.00 

12 月 21 日 892.25 891.00 1.25 

3 月 22 日 879.75 876.25 3.50 

5 月 22 日 868.25 863.00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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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 日 

作物種類 非常差 差 一般 良好 非常好 

玉米 3% 8% 27% 47% 15% 

高粱 3% 7% 28% 54% 8% 

大麥 22% 33% 24% 17% 4% 

來源: USDA, World Perspectives, Inc. 

 

美國乾旱監測天氣預報: 國家氣象局（NWS）天氣預報中心預報未來 5 天（8 月 3-9 日）

洛磯山南部和西部內陸地區過多的季風雨天氣會有所緩和，有些高海拔地區的降雨量將超過 0.5

英寸。往北，中西部的上部、五大湖地區的大部預計有中到大雨。從愛荷華州東北角到伊利諾

斯州的北部和威斯康辛州的大部，降雨量預計在 1.5-3.0 英寸。同時，華盛頓州的西北部、愛達

荷州的中部和東部、蒙大拿州的西南部、大平原的中東部、德克薩斯州南部的大部，阿帕拉契

亞山脈中部、俄亥俄州東部的局部、以及緬因州的西北部預計有小到中雨。其餘地方，零星地

區有小到中雨，大平原的大部、密西西比河的下游，西南部的低海拔地區沒有或雨量很少。美

國西部的局部和北方地區的大部，特別是夜間時間，氣溫高於平均水準。洛磯山的南部、西部

內陸山區日間氣溫偏高 6-9 華氏度；而加利福尼亞州的大部和相對未受乾旱影響的東南地區，

氣溫接近正常水準。受乾旱影響最大的地區，日間高溫接近或高於正常水準，平原地區的中部

日間最高溫度偏高 6-10 華氏度更是加劇了乾旱狀況。 

未來 6-10 天（8 月 10-14 日）的天氣預報顯示美國大部的降雨量低於正常水準，但置信性

不是太高。包括從東南沿海和佛羅里達州往北和往西到墨西哥灣沿海、密西西比河的中游及以

西地區，平原地區、洛磯山除最南端以外的地區、加利福尼亞州的卡斯卡德地區和西艾拉內華

達地區以東，以及太平洋西北地方。南方地區的季風雨可能會增多，亞利桑那州的南半部和新

墨西哥州的局部，降雨量略高於正常水準。五大湖地區、俄亥俄河谷、東北地區以及阿拉斯州

的乾旱地區降雨量高於正常水準的概率較大。隨著阿拉斯加州的降雨量增加，氣溫預計低於正

常水準，但美國大陸的大部分區域氣溫較正常水準高。從平原地區的中發佈和北部向東概率超

過 60%，而阿帕拉契亞山脈中部到東北地區的概率接近 80%。只有德克薩斯州南部的局部和亞

利桑那州的南部氣溫高於正常水準的概率不是很大。 

美國穀物出口統計 

出口銷售和出口：2021 年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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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00 387,200 3,115.8 8,412.2 -17% 

玉米  348,500 1,410,700 63,522.8 69,723.5 59% 

高粱  4,000 52,800 6,589.8 7,183.0 65% 

大麥 0 300 2.3 25.0 -36% 
來源: USDA, World Perspectives, Inc. 

 



 

玉米：本周 2020/2021 年度的銷量為 6.82 萬噸，較前一周明顯減少，但較前四周的平均

水準明顯增加。報告增加的地區主要為墨西哥（20.54 萬噸，包括減少的 3.81 萬噸）、加拿大

（6.52 萬噸，包括減少的 2300 噸）、日本（3.16 萬噸，包括轉自未知目的地的 4.71 萬噸和減

少的 1.71 萬噸）、瓜地馬拉（2.2 萬噸，包括轉自尼加拉瓜的 2.12 萬噸和減少的 700 噸）和臺

灣（3500 噸），但增加量主要被中國（11.25 萬噸）、未知目的地（4.71 萬噸）、尼加拉瓜

（4.69 萬噸）、哥斯大黎加（3.01 萬噸）和巴拿馬（2.07 萬噸）的減少所抵銷。本周 2021/22

年度的淨銷量為 83.02 萬噸，主要銷往墨西哥（23.88 萬噸）、日本（21.07 萬噸）、未知目的

地（10.17 萬噸）、哥倫比亞（9.63 萬噸）和尼加拉瓜（8.25 萬噸），但增加量部分被薩爾瓦

多（800 噸）的減少所抵銷。 

本周出口量為 141.07 萬噸，較前一周增加了 4%，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增加了 20%。主要

的出口目的地為中國（90.95 萬噸）、墨西哥（26.61 萬噸）、洪都拉斯（6.86 萬噸）、日本

（6.41 萬噸）和哥斯大黎加（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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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了 1.0 萬噸，目前未執行的可選產地的銷售總

計為 5.0 萬噸，銷往未知目的地。 

大麥：本周 2021/22 年度沒有出口銷售的報告。本周出口了 300 噸，較前一周減少了 35%，

但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增加了 11%。出口目的地為韓國。 

高粱：本周 2020/21 年度的淨銷量為 2700 噸，報告增加的地區為墨西哥（4000 噸），

但增加量部分被中國的減少（1300 噸）所抵銷。本周出口了 5.28 萬噸，較前一周減少了 24%，

但較前四周的平均水準增加了 6%。出口目的地主要為中國（5.17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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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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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1,496 4,214 465 906% 

玉米 1,383,718 1,184,012 62,807,101 38,085,481 165% 

高粱 54,420 90,792 6,765,712 4,533,076 149% 

大豆 181,193 242,044 58,223,052 39,384,348 148% 

小麥 387,743 515,214 3,771,140 4,687,877 80% 



 

 

離岸價： 

 

#2 白玉米 (美元/噸，離岸價） 

水分最多 15% 9 月 10 月 11 月 

墨西哥灣 N/A N/A N/A 
 

  

美國農業部穀物出口檢驗報告：2021 年 7 月 22 日 

前一周 黃玉米 占總量%  白玉米 占總量%  高粱 占總量的%  

五大湖 7,236 1% 0 0% 0 0% 

大西洋口岸 0 0% 0 0% 0 0% 

墨西哥灣 940,404 68% 0 0% 51,714 95% 

太平洋西北港口 275,927 20% 0 0% 0 0% 

內陸鐵路出口 156,858 11% 3,293 100% 2,706 5% 

總計 (噸) 1,380,425 100% 3,293 100% 54,420 100% 

白玉米按國別(噸)   3,293 墨西哥   

白玉米總計（噸）   3,293    

高粱按國別(噸)     51,714 中國 

     2,706 墨西哥 

高粱總計（噸）     5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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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4+U $263.67 1.91+U $293.78 

10 月 1.03+Z $258.25 1.79+Z $287.98 

11 月 1.02+Z $257.86 1.70+Z $28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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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新聞： 

阿爾及利亞：大麥產量減少了 60 萬噸至 100 萬噸，按照國內需要量 205 萬噸計算進口需

求為 75 萬噸。 

阿根廷：玉米出口量為 167 萬噸，較去年減少了 15%，但較過去三年平均水準增加了

5%。這個延遲主要是由於收穫延誤而不是需求減少。還有，農民不願意出售糧食主要是因為保

值而不願意持有比索。 

巴西：諮詢機構 Datagro 預計頭茬玉米的播種面積將增加 4%，如果天氣正常產量將達到

2883 萬噸，較前一季增加 16%。二茬玉米的播種面積預計也將擴大 5%，產量達到 9084 萬

噸，較今年受乾旱影響的情況增加 45%。AgRural 下調了 2021 年二茬玉米的產量至 7750 萬

噸，出口量預計為 1200-1400 萬噸。這將是過去十年玉米產量的最低。ANEC 稱玉米出口量預

計為 1700 萬噸。Deral 將帕拉納州的玉米產量下調了三分之一多，僅有 611 萬噸。IMEA 稱玉

米收穫完成了 84%，馬托格羅索州東北部的草地可能被開墾為玉米生產。但是，政府通過信貸

措施和保護價提高玉米和高粱產量的努力可能被大豆的高價所破壞。春天的天氣狀況將是一個

關鍵因素。如果頭茬玉米產量沒有得到提升，國內需求就需要更多的二茬玉米（2022 年）而不

是用於出口。據稱農民在囤積玉米，Cargonave 稱出口量或不到前一年的一半。無視玉米的高

昂價格，Neomille 將建造一家產能為 5.1 億升玉米作為生產原料的燃料乙醇廠。 

歐盟：潮濕的天氣影響晚收穫冬季作物的品質，而夏季作物如法國大麥的產量增加了

12%。通過盧恩港出口中國的大麥數量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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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N/A N/A 3.00+U $336.89 

10 月 N/A N/A 2.50+Z $316.12 

11 月 N/A N/A 2.50+Z $316.12 

蛋白飼料顆粒(CGFP) (美元/噸，離岸價) 

  9 月 10 月 11 月 

紐奧良 $180 $190 $190 

數量 5,000 噸 

玉米蛋白粉(CGM) (美元/噸，離岸價) 

散裝，60%蛋白 9 月 10 月 11 月 

紐奧良 $620 $650 $650 

最少 5000-10,000 噸 



 

巴拉圭：卡車司機的罷工可能加劇巴西玉米運輸和需求問題。 

俄羅斯：聯邦統計局下調了大麥播種面積的預測，而提高了油菜籽的播種面積。同時，玉

米的出口稅有小幅下調，但大麥的出口稅保持不變。 

南非：由於暴亂而出現中斷的玉米出口有所恢復。 

臺灣：MFIG 從南非採購了 5.5 萬噸的玉米。 

土耳其：乾旱天氣使得 2021/22 年度的大麥產量預測從原來的 770 萬噸下調至 450 萬噸左

右。大麥進口量將增加至 275 萬噸。玉米產量預計為 680 萬噸，使得進口需要為 280 萬噸。

TMO 取消了 51.5 萬噸的大麥採購招標。 

烏克蘭：玉米的要價和報價差達到 0.4 美元/英斗，由於中國的需求比較穩定，農民和商業

公司都不願輕易出售。向中國的大麥銷售也保持穩定。 

 

帶可溶物的玉米乾酒粕（DDGS）市場綜述 

DDGS 評點：本周美國 DDGS 價格更加堅挺，較上周上漲了 2-3 美元/噸，穩定的燃料乙醇

產量水準遇到了強勁的國內需求。本周坎薩斯城的豆粕價格上漲了 6 美元/噸，DDGS 與坎薩斯

城的豆粕價格比較前一周下降至 46%。DDGS 與玉米現貨的價格比為 76%，較前一周有所上升，

但低於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 112%。 

本周的出口需求比較平靜，最近幾周 DDGS 的價格走勢比較強。過去幾周當 DDGS 價格下

跌時買家的購買都比較活躍，世界範圍飼料穀物的供應前景趨於緊張。目前，DDGS 市場轉為橫

盤交易，8/9 月駁船運輸到紐奧良港的到岸價報價下跌了 2-5 美元/噸。本周近期墨西哥灣的離

岸價報價比較穩定或下跌了 3 美元/噸，而後續月份的價格在上漲。貨櫃市場的緊張局勢支撐了

價格，40 尺貨櫃到東南亞的報價本周上漲了 1-5 美元/噸。9 月份貨櫃運輸到東南亞的 DDGS 平

均價格為 324 美元/噸。行業內的消息稱有些出口商由於越南海防港的擁堵狀況而取消報價。 

  



 

 

遠洋運費點評 

運輸和出口報告（O’Neil 商品諮詢公司）：乾散貨市場本周船東和營運者沒有放棄市場將

會變好的希望。本周乾散貨市場試圖上漲，並收復了前一周的損失。好望角板塊表現很好，漲幅

穩固。巴拿馬型和其它板塊比較掙扎，到了週末市場表現有好有壞。總之，超大型靈便船和靈便

船市場表現最好，過去一年運費上漲了 300%。 

貨櫃運費保持不變，而耶誕節的購物旺季馬上就要來了。物流狀況可能維持困頓的局面。 

  

DDGS 價格表: 2021 年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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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月 10 月 

美國紐奧良駁船到岸價  225 228 233 

美國墨西哥灣離岸價  242 246 262 

鐵路到達美國西北太平洋港口 273 278 282 

鐵路到達美國加州港口 280 285 293 

美國德克薩斯州拉雷多市大橋中央 278 284 291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勒斯布里奇市的離岸價 268 273 275 

40 尺貨櫃南韓的到岸價 (釜山港) 310 310 325 

40 尺 貨櫃臺灣到岸價 (高雄港) 321 321 326 

40 尺貨櫃菲律賓到岸價（馬尼拉） 325 325 340 

40 尺貨櫃印尼到岸價（雅加達）  316 316 323 

40 尺貨櫃馬來西亞到岸價 (巴生港) 320 320 327 

40 尺貨櫃越南到岸價（胡志明市） 321 321 328 

40 尺貨櫃日本到岸價 (橫濱港) 325 325 340 

40 尺貨櫃泰國到岸價 (LCMB) 324 324 332 

40 尺貨櫃中國到岸價 (上海港) 320 320 335 

40 尺貨櫃孟加拉到岸價（吉大港） 325 325 340 

40 尺貨櫃緬甸到岸價（仰光港） 316 316 323 

美國坎薩斯城鐵路貨場 229 232 233 

美國伊利諾斯埃爾伍德貨場 234 237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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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0 降 $2.00 大型靈便船$80.50MT 

5.5 萬噸,美國西北太平洋口岸到日本 $43.00 降 $1.00 大型靈便船$43.50/MT 

6.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中國 $78.00 

$42.50 

降 $2.00 

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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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1.00 日卸貨 4,000 噸 

3.0-3.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墨西哥

Veracruz 
$26.00 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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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 

 

$41.50 

 

$58.50 

降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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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5 降 $1.25 Acajutla/Quetzal - 8,000 噸 

2.6-3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阿爾及利亞 

$63.00 

 

$65.50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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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0 降 $1.50 日卸貨 5,000 噸 

5.5-6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埃及 $63.50 

 

$63.50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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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34.00-$34.00 

法國$44.00 

6.0-7.0 萬噸,美國墨西哥灣到歐洲鹿特丹 $28.50 升 $1.50 大型靈便船，+$2.00/噸 

巴西桑托斯港到中國 $65.00 

$64.00 

 

$65.00 

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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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噸 

5.6-6.0 萬噸,阿根廷到中國深水港 $69.50 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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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日 
本周 上周 變化 % 

航線 

P2A : 墨西哥灣/大西洋-日本 47,877 48,064 -187 -0.4 

P3A – 太平洋西北口岸-日本 28,611 27,745 866 3.1 

S1C: 美國墨西哥灣-中國-日本南部 44,756 43,867 88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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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1.90 

三周前 $10.50-11.25 

兩周前 $11.25-11.90 

一周前 $13.00-13.90 

本周 $14.00-14.90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美國-亞洲市場的運費差價 

2021 年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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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1.25 0.64 $25.20 西北港口 

大豆 2.00 1.30 0.70 $25.72 西北港口 

遠洋運費 $42.50 $78.00 0.9-0.97 $35.50 9 月 

來源: O’Neil Commodity Consulting 

不同產地到日本散貨糧食的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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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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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