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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进入 9月上旬，西部产区早熟富士交易基本扫尾，果农惜售挺

价情况普遍，价格同比去年涨幅在 0.50-1.20 元/斤。山东产区红将军

交易正式开始，受整体减产影响，收购价格高开。受近段时间高温天气

影响，红将军上色情况不理想，红将军大量上市交易的时间一再推迟，

交易价格整体稳定，成交以质论价，优果优价。部分地区开始预定晚熟

富士，价格普遍高于去年。库存富士方面，目前西北地冷库货源基本出

清，山东地区果农货也基本售完，剩余货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型冷库中，

气调库还剩余 4-5 成库存，在当前早熟果价格高企，产量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的局面下，存货商挺价销售的意愿偏强，成交价格呈现稳中偏强的

态势。交易策略方面，本周西部地区早熟富士交易结束，山东地区交易

逐步推进，成交价对晚熟富士开秤价提供重要参照，从西部地区当前晚

熟富士零星的订货情况来看，晚熟富士订货价格上涨情况和早熟富士较

为相似，普遍上涨 0.7-1.2 元，这给期价提供有效支撑，当前期价围绕

着预期收购价上下波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以区间震荡为主。

偏弱震荡

mailto:helin@naw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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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苹果多空分歧较大，整体震荡偏弱。截止本周五收盘，AP1810 合

约周下跌348，跌幅为3.09%；AP1901合约下跌226，跌幅为1.89%；AP1903

合约下跌 256，跌幅为 2.10%；AP1905 合约下跌 272，跌幅为 2.21%。持

仓和成交量方面，截止周五收盘，AP1810 周成交量为 9.13 万手，较上周减

少 3.44 万手，持仓量减少 0.74 万手至 2.22 万手；AP1901 周成交量为 212.4

万手，较上周增加 8.79 万手，持仓量减少 1.04 万手至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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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进入 9月上旬，西部产区早熟富士交易基本扫尾，果农惜售挺价情

况普遍，价格同比去年涨幅在 0.50-1.20 元/斤。山东产区红将军交易正式开

始，受整体减产影响，收购价格高开。受近段时间高温天气影响，红将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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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况不理想，红将军大量上市交易的时间一再推迟，交易价格整体稳定，

成交以质论价，优果优价。部分地区开始预定晚熟富士，价格普遍高于去年。

库存富士方面，目前西北地冷库货源基本出清，山东地区果农货也基本售完，

剩余货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型冷库中，气调库还剩余 4-5 成库存，在当前早

熟果价格高企，产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局面下，存货商挺价销售的意愿偏

强，成交价格呈现稳中偏强的态势。以山东栖霞地区为例栖霞产地库存富士

整体交易情况良好，调货客商采购积极性较高，存货商存有惜售心理，目前

纸袋 80#以上一二级价格在 3.80-4.20 元/斤，较上周小幅上涨。

图 2：苹果产区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苹果网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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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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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元/公斤涨至6.90元/公斤。蜜桔批发平均价从上周5.72元/公斤跌至4.93

元/公斤。香蕉批发平均价格从上周 4.56 元/公斤跌至 4.96 元/公斤。香梨批

发平均价格从上周的 7.31 元/公斤涨至 6.81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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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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我国苹果出口数量为 78,116 吨，较上月增加 16,799 吨，

环比涨幅为 27.4%，同比增幅为 45.9%。

图 4：我国苹果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农业部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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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市行情判

交易策略方面，本周西部地区早熟富士交易结束，山东地区交易逐步推

进，成交价对晚熟富士开秤价提供重要参照，从西部地区当前晚熟富士零星

的订货情况来看，晚熟富士订货价格上涨情况和早熟富士较为相似，普遍上

涨 0.7-1.2 元，这给期价提供有效支撑，当前期价围绕着预期收购价上下波

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以区间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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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号定安名都 2、3层
客服热线：400 8888 910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155 号 801、802 单元
电话：021-20220312

上海虹桥路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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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营业部
汕头市龙湖区金砂路 103号星光华庭商铺 112、212号房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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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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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 77号 901、902
电话：0574-87280438

余姚营业部
浙江省余姚市城区余姚中国塑料城国际商务中心 3幢 102室、104
室
电话：0574-62509011

永康营业部
浙江省永康市永康总部中心金州大厦一楼
电话：0579-89292777

萧山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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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5-8509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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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7-8997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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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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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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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3-3880212

舟山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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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营业部
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 208号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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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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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91-8382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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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3155309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 2 幢 B801、B802 室
电话：010-63161286

沈阳营业部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号 15 层 C室
电话：024-22566699

青岛营业部
青岛市市南区闽江路 2号 1 单元 2501 室
电话：0532-80798985

大连营业部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大连
期货大厦第 34层 3401、3410 号
电话：0411-39048000

郑州营业部
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30号期货大厦 1306 房间
电话：0371-65613227

兰州营业部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酒泉路 437-451号 11 层 001 号
电话：0931-8805351

哈尔滨营业部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93号 801、802、81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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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82577909

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商务中心区 B地块新地中心二期 808 室
电话：025-8620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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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我公司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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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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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本予以任何其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遵循原文本意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南华期货公司”，并保

留我公司的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地址：杭州西湖大道 193 号定安名都 3 层 邮编：31002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 8888 910

网址：www.nanhu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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