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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甘肃、陕西等西部产区交易进入尾期，两地之间行情出现分化，

甘肃产区苹果总体质量较好，价格总体稳中有小幅上升，陕西产区受前

期天气影响货源质量差，价格表现偏弱。山东产区交易步入中后期，随

着上货量增加，价格出现小幅滑落。入库方面，西部产区入库量明显少

于往年，客商对待后期行情较为谨慎，入库储存积极性差，山东产区总

体苹果上色偏慢，影响入库进度。批发市场方面，受今年高价影响，苹

果销区走货速度明显减慢，客商利润被压缩，价格有小幅下跌。今年

10 月 23 日霜降，霜降过后产区苹果表光总体变差，可储藏时间缩减，

价格也将随之走低，由于山东产区苹果上色偏慢，果农推迟采摘，这也

增加市场中后期货的供应压力，预计届时市场收购价格存在下跌压力。

截止周五收盘，苹果共有 33 张仓单，335 张有效预报，数量较多，空

头交割博弈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将给各合约带来不小压力。综合苹果现

货和仓单压力来看，期价本周继续承压走弱。

霜降到来，市场走凉

mailto:helin@naw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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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苹果期货陷入窄幅震荡。截止本周五收盘，AP1901合约周下跌956，

跌幅为 8.21%；AP1903 合约下跌 856，跌幅为 7.29%；AP1905 合约下跌

704，跌幅为 5.89%。持仓和成交量方面，截止周五收盘，AP1901 周成交量

为 231.7 万手，较上周增加 76.3 万手，持仓量减少 1.53 万手至 21.2 万手；

AP1905 周成交量为 68466 万手，较上周减少 4.98 万手，持仓量增加 0.5 万

手至 13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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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甘肃、陕西等西部产区交易进入尾期，两地之间行情出现分化，甘

肃产区苹果总体质量较好，价格总体稳中有小幅上升，陕西产区受前期天气

影响货源质量差，价格表现偏弱。山东产区交易步入中后期，随着上货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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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价格出现小幅滑落。入库方面，西部产区入库量明显少于往年，客商对

待后期行情较为谨慎，入库储存积极性差，山东产区总体苹果上色偏慢，影

响入库进度。批发市场方面，受今年高价影响，苹果销区走货速度明显减慢，

客商利润被压缩，价格有小幅下跌。今年 10 月 23 日霜降，霜降过后产区苹

果表光总体变差，可储藏时间缩减，价格也将随之走低，由于山东产区苹果

上色偏慢，果农推迟采摘，这也增加市场中后期货的供应压力，预计届时市

场收购价格存在下跌压力

截止周五收盘，苹果共有 33 张仓单，335 张有效预报，数量较多，空头

交割博弈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将给各合约带来不小压力。

图 2：苹果产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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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主流大宗水果平均批发价格涨跌不一，苹果批发平均价从上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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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元/公斤涨至7.64元/公斤；蜜桔批发平均价从上周4.36元/公斤涨至4.44

元/公斤；香蕉批发平均价格从上周 5.14 元/公斤涨至 5.20 元/公斤；香梨批

发平均价格从上周 8.83 元跌至 8.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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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我国苹果出口数量为 53,201 吨，较上月减少 24,915 吨，

环比涨幅为 27.4%，同比跌幅为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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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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后市行情判

总综合苹果现货表现和仓单压力来看，期价本周继续承压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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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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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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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 208号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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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营业部
青岛市市南区闽江路 2号 1 单元 25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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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51-58896600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
2701、2702 室
电话：0755-82577529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 2703、27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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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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