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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初产区降雪结束，前期降雪期间受抑制的备货需求在降雪结束

后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总体上看，产区苹果备货行情加速开展，主要

地区客商备货热情较上周出现一定上升，走货速度加快，但表现仍不同

往年；分区域细化来看，烟台栖霞、甘肃静宁产区优生区走货持续加快，

陕西旬邑、山东沂源等一般产区在后半周走货速度从高位逐渐回落，部

分客商陆续离开产区。果农为应对春节各项支出以及偿债需求，节前降

价走货意愿增强，顺价走货现象陆续增多，但走货仍旧是以客商自提发

货为主，果农货走货占比较少。价格方面，前期走货以三级果以及其他

中等货源为主，价格得到一定支撑，一二级以及半商品果之类的好果由

于走货始终缓慢，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滑落。未来春节备货天数屈指可

数，预计随着春节逐渐临近，产区备货热度将逐渐降温，预计今年春节

前备货行情整体上表现将不尽如人意，出库率不如往年，现货价格走势

疲弱。本周 AP1805大幅下跌，基本面利空得到较大程度释放，预计下

周期货价格将暂缓跌势，窄幅震荡。

行情稳中偏弱

mailto:helin@naw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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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苹果期货主力合约 AP1805在经历上周的短期企稳盘整之后，本周

连续下跌，截止周五收盘，AP1805较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跌 311，

跌幅为 4.05%。AP1810合约连续 5日下跌，但跌幅小于 05合约，截止周五

收盘较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跌 113，跌幅为 1.61%。交易活跃度方面，

由于上周苹果期货合约脱离震荡，走出一波单边下跌行情，日内波动幅度大

幅上升，投机活跃度上升，交易者参与热情出现升温，市场活跃度上升，截

止本周五收盘，AP1805合约持仓量为 42932手较上周五增加 15430手，交

易总手数为 360526手，较上周五增加 180026手。

图 1：苹果期货活跃合约涨跌数与涨跌幅

资料来源： 南华期货研究所

2、现货行情

本周初产区降雪结束，前期降雪期间受抑制的备货需求在降雪结束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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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总体上看，产区苹果备货行情加速开展，主要地区客商

备货热情较上周出现一定上升，走货速度加快，但表现仍不同往年；分区域

细化来看，烟台栖霞、甘肃静宁产区优生区走货持续加快，陕西旬邑、山东

沂源等一般产区在后半周走货速度从高位逐渐回落，部分客商陆续离开产区。

果农为应对春节各项支出以及偿债需求，节前降价走货意愿增强，顺价走货

现象陆续增多，但走货仍旧是以客商自提发货为主，果农货走货占比较少。

价格方面，前期走货以三级果以及其他中等货源为主，价格得到一定支撑，

一二级以及半商品果之类的好果由于走货始终缓慢，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滑

落。。以栖霞地区为例，目前果农 80#以上一二级货价格 3.00元/斤左右，

果农 80#以上三级货价格 1.50-1.70元/斤，价格较上周出现一定滑落。

图 2：苹果期货活跃合约涨跌数与涨跌幅

资料来源：中国苹果网 南华期货研究所

3、各类水果批发价格表现

本周主要水果大部分批发价格表现平稳，根据农业部公布的周度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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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本周全国蜜桔批发平均价格在历经数周的下跌后，本周价格出现回升从

上周的3.39元/公斤涨至3.45元/公斤；香梨从上周的8.86元/公斤微跌至8.64

元/公斤；全国苹果批发平均价稳中有跌，从上周的 6.65元/公斤跌至 6.61元

/公斤；香蕉批发平均价格保持稳定，本周未发生变化。

图 3：各类水果批发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4、我国苹果进出口情况

12月我国苹果出口数量为 174000吨，较上月增加 35765吨，环比增幅

为 20.55%，同比增幅为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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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我国苹果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12月我国辽宁、广东、上海、天津四地进口数量总和为 3367吨，较上

月增加 809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2462吨。

图 5：我国主要地区苹果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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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市行情判

未来春节备货天数屈指可数，预计随着春节逐渐临近，产区备货热度将

逐渐降温，预计今年春节前备货行情整体上表现将不尽如人意，出库率不如

往年，现货价格走势疲弱。本周 AP1805大幅下跌，基本面利空得到较大程

度释放，预计下周期货价格将暂缓跌势，窄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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