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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常山山茶油价格指数半月报 
第十三期（2018 年 11 月下半月） 

 

 指数简介 

新华-常山山茶油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浙江省常

山县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并发布。根据编制规则，指数以 2015 年

11 月为基期，基点设为 1000 点，旨在为市场提供定价参考与

决策支持。 

   

 本期概要 

新华-常山山茶油价格指数第十三期（2018 年 11 月下 

半月），山茶油综合价格指数报 1535.04 点，较上一期上涨 

82.02 点，涨幅为 5.64%；较去年同期下降 257.42 点， 

降幅 14.36%。其中，油茶籽价格指数、油茶籽原油价格指 

数、油茶鲜果价格指数、原料价格指数、油脂产品价格指数 

较前一期上涨，压榨成品油茶籽油价格指数、油茶饼价格指 

数、副产品价格指数分别较前一期下跌。 

本期综合指数止跌回涨。随着油茶生产销售进入旺季， 

作为生产原料的油茶果及茶籽由于企业采购增加，价格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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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略有上涨；压榨油茶籽毛油及精制油的价格小幅震荡；作 

为副产品的油茶饼价格依旧下跌明显。据了解，很多山茶油 

生产企业今年尚未销售油茶饼，这主要是由于上一年度油茶 

饼价格较高，下游深加工企业大量采购，导致库存较高，需 

求停滞。 

此外，由于今年油茶果大量上市，油脂产量明显多于往 

年，造成与去年同期相比，原材料价格、油脂产品价格及副 

产品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第十三期（2018 年 11 月下半月）山茶油综合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中心 

新华-常山山茶油价格指数第十三期（2018 年 11 月下半月），

山茶油综合价格指数报 1535.04 点，较上一期上涨 82.02 点，涨幅

为 5.64%；较基期上涨 535.04 点，涨幅为 53.50%；较去年同期下

跌 257.42 点，跌幅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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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油品种价格指数 

⚫ 原料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原料价格指数报 1539.72 点，较上一期上涨 257.50 点，

涨幅为 20.08%；较基期上涨 539.72 点，涨幅为 53.97%；较去年同期下

跌 93.95 点，跌幅 5.75%。 

⚫ 油脂产品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油脂产品价格指数报 1546.95 点，较上一期上涨 5.25 点，

涨幅为 0.34%；较基期上涨 546.95 点，涨幅为 54.70%；较去年同期下

跌 179.83 点，跌幅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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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产品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副产品价格指数报 1511.63 点，较上一期下跌 445.74 点，

跌幅为 22.77%；较基期上涨 511.63 点，涨幅为 51.16%；较去年同期下

跌 1325.58，跌幅 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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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油单品价格指数 

⚫ 油茶鲜果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油茶鲜果价格指数报 1492.11 点，较上一期上涨 214.91

点，涨幅为 16.83%；较基期上涨 492.11 点，涨幅为 49.21%；较去年同

期下跌 153.51 点，跌幅 9.33%。 

⚫ 油茶籽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油茶籽价格指数报 1587.33 点，较上一期上涨 300.09 点，

涨幅为 23.31%；较基期上涨 587.33 点，涨幅为 58.73%；较去年同期下

跌 34.39 点，跌幅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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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籽原油（毛油）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油茶籽原油（毛油）价格指数报 1592.90 点，较上一期上

涨 24.36 点，涨幅为 1.55%；较基期上涨 592.90 点，涨幅为 59.29%；

较去年同期 197.29 点，跌幅 11.02%。 

⚫ 压榨成品油茶籽油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压榨成品油茶籽油价格指数报 1500.99 点，较上一期下跌

13.86 点，跌幅为 0.92%；较基期上涨 500.99 点，涨幅为 50.10%；较

去年同期下跌 162.38 点，跌幅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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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饼价格指数 

 

第十三期，油茶饼价格指数报 1511.63 点，较上一期下跌 445.74 点，

跌幅为 22.77%；较基期上涨 511.63 点，涨幅为 51.16%；较去年同期下

跌 1325.58 点，跌幅 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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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新闻摘要 

产业动态 

➢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团体标准阶段工作

汇报 

产地新闻 

➢ 从“卖油”到卖“游” 青田油茶全产业链产值近 5亿 

➢ 湖南省油茶产业科技创新论坛在长举办 

➢ 琼海打造油茶特色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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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近五期各山茶油单品均价 

 

附录 2：山茶油行业新闻详情 

产业动态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油料分会—团体标准阶段工作

汇报 

2018 年 11 月 20 日，团体标准专家讨论会在木本油料分会副理

事长单位广东山马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召开。此次内部讨论会由中产联

木本油料分会和中产联标委会木本油料分技术委员会主办，由广东金

山油茶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山马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会议由冯纪福主任委员主持，来自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中粮系统、

林产工业设计院、湖南林科院、江西林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多位专家及

广东山马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宜近等企业代表共同讨论了《特、

优级油茶籽团体标准》和《木本油料企业品牌价值评价标准》草案。 

会上，专家和企业家代表针对标准草案、行业发展、团标工作计

划的推进等议题在热烈的氛围中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本次会议为木本

油料团体标准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快速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受分会杨超理事长委托，刘志伟秘书长讲了四点意见：一，

分会团标工作今年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得到了各方主管部门领导的高

度关怀和肯定。感谢以“团标品牌联盟”为代表的包括广东山马等会

员企业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感谢专家的辛勤努力和付出！感谢以

常山县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的全力推动！二，团标建设要以科学、严

谨、务实的工作态度，为行业保持长期旺盛的生命力打好、打牢第一

关；三，团标建设要注重各个标准之间的关联性，完善标准体系建设，

才能有效结合团标管理和执行办法，才能形成行业公信力；四，依据

油茶鲜果 油茶籽
油茶籽
原油(毛

油)

压榨成
品油茶
籽油(精
制油)

油茶饼

均价 均价 均价 均价 均价
第9期 2017年12月 4.4 25.5 127.5 149.5 5533.33
第10期 2018年1月 4.88 25 117.29 144.29 4582.5
第11期 2018年2月 4 27 104.25 132.5 5100
第12期 2018年11月上半月 3.47 20.32 107.33 127.50 3366.67
第13期 2018年11月下半月 4.05 25.06 109.00 126.33 2600.00

时间

产品名称/计量单位（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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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评价等标准，有助于更精准的建设和扩大“木本油料企业优选项

目库”，更好地为企业对接市场和金融服务。 

发布日期：11月 20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林业产业木本油料分会” 

 

产地新闻 

《山茶油行业白皮书》在赣发布 

油茶树长这样，油茶有这么多功效，书本上学不到！”上个周

末，来自温州瑞安的小学生叶玮玮和 5位同学，在家长带领下来到

青田县小舟山乡大尖山千亩油茶观光园参与科普观光游，体验油茶

采摘、购买优质山茶油、入住高山民宿，感受 “互动体验+休闲度

假”的林旅融合游魅力，收获颇丰。 

“这里十年前还是一片火烧山，现在油茶林已进入盛产期了，

不仅茶油可以卖钱，而且还有很多游客来观光呢。”大尖山的“拓荒

者”邹永清自豪地说。这几年，乡村旅游在各地兴起，他抓住时

机，推出“油茶基地+民宿+乡村旅游”，将油茶园打造成小有名气的

观光园，今年已接待游客 3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 40多万元。 

油茶观光游风风火火，与青田发展油茶产业的扶持政策分不

开。青田一直把油茶产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来培育，出台《青田县

振兴“浙南油库”三年行动计划》，打造生产基地提升、加工改造升

级、主体品牌建设、油茶全产业链“四大工程”，重振“浙南油库”

雄风，产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2017年，全县油茶种植面积 29.4 万

亩，茶油产量 3375吨，油茶全产业链产值达 4.9 亿元，一棵棵油茶

树成农民的“摇钱树”。 

“在培育良种油茶、改造提升低产油茶基础上，重点在油茶精

加工、品牌化销售以及油茶衍生产品打造上给予政策、资金扶持，

推动油茶产业由‘卖油’向‘卖风景’‘ 卖文化’转变。”青田县林

业局油茶推广站站长刘小燕介绍说。 

眼下，随着油茶进入采摘时节，采购商夏晓静早早来到油茶重

点产区章村乡，与农户商谈茶籽收购事宜。油茶还未上市，她推出

“老章村”品牌系列，采取线上预定方式，茶油深受上海、杭州等

地客户欢迎，效益提高了近 50%。“章村茶油品质非常好，今年计划

将油茶种植历史、榨油工艺等文化元素融入到销售中，把茶油礼品

做成 ‘油茶故事’。”夏晓静自信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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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个油茶特色小镇的油茶核心产区章村乡，目前已完成集镇

区油茶文化广场、油茶非物质文化展示馆的建设，另外黄山头畲族

茶油文化展示区、颜宅油茶古压榨体验区、吴村水利压榨油茶体验

区、小砩油茶加工园区和赵塘生态旅游区等区块也在加快推进，一

副“一心五区”的油茶小镇雏形初现。 

发布日期：11月 23日 

来源：丽水日报 

 

湖南省油茶产业科技创新论坛在长举办 

11月 25 日-27日，长沙市科协联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市林业

局主办，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长沙市科技活动中心承办的

“湖南省油茶产业科技创新论坛”在湖南长沙胜利举办，来自油茶

种植、加工、检测技术及参与国家粮油标准制定和食品安全、营养

等领域权威专家齐聚星城传经送宝，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260多家

油茶厂家和种植基地的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由主论坛、专题技术培

训及参观三部分组成，并同期开设了“油茶科普展示区”，发布了

《湖南省油茶产业调研报告》及两本油茶科普宣传册。长沙市科协

与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签订了共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长沙服务站协

议。 会上，丰富的活动和学习资料及权威专家的解读解惑，让与会

代表们热情高涨，他们对种植、加工、检测技术科技知识的渴求，

也进一步激发了专家们服务和助力产业科技发展的积极性，本次会

议搭建了一个产学研用的互动交流平台，收到了各方肯定和好评的

反馈。 

论坛涉及主题有：中国油茶产业现代化、湖南油茶种植及科研

情况、茶籽油及原料的质量安全检测与控制、技术标准、深加工技

术及产品、品牌建设、茶油的营养价值及消费升级解析、无损快检

技术应用、油茶危害物及风险控制；专题技术培训主要从种植、加

工、检测三方面向与会代表进行了技术、经验和方法上的指导和传

授。 

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近距离观

摩到油茶高效育种、园艺化栽培和绿色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上所取

得的最新科研成果，专家们也现场传授了油茶种植技术方法和经验

等。 

发布日期：11月 29日 

来源：长沙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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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打造油茶特色支柱产业 

琼海市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有了一大突破。23 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琼海市热带作物服务中心获悉，琼海油茶 11 月 20日通过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 

专家组一致认为，琼海油茶独特的品质及风味与当地自然环境

及独特人文因素有很大的相关性，显著区别于内地油茶以及海南岛

其他市县的油茶，符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优质农产品品质

类评价标准，建议授予其农产品地理标志。 

据了解，近年来，琼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油茶产业发展，

通过产业扶持政策，琼海油茶已发展成为我省最大的油茶生产加工

基地，目前种植面积突破 2.4 万亩，占全省 30%；年加工茶油 288

吨，占全省 70%以上，产值达 3.6亿元。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琼海油茶产业将对接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示范区的健康产业，重点在油茶保健品、

化妆品、旅游产品进行产品研发以及市场推广方面；将形成相对完

备的油茶产、供、销产业发展格局，带动 2万农户增收致富，实现

油茶产业年综合产值 10亿元，把油茶产业培育成琼海的特色支柱产

业，使琼海市发展成为“海南茶油”知名品牌的建设强市。 

发布日期：11月 28日 

来源：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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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山茶油价格指数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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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中心事业部是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战略性部

门、研究性部门，负责开发、管理和运维新华社旗下全部指数和指数

衍生产品，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指数研究、发布、推广及运营的专业

部门。 

“新华-常山山茶油价格指数编制细则”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浙

江省常山县人民政府研发并发布，最终解释由上述机构负责。任何网

站等媒体和机构在转载或引用时，需注明出处。否则，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该报告的所有图片、表格及文字内容的版权归新华指数所有。其

中，部分图表在标注有数据来源的情况下，版权归中国经济信息社与

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政府共同所有。部分数据来源于公开的资料，如果

有涉及版权纠纷问题，请及时联络。 

本报告及其任何组成部分不得被再造、复制、抄袭、交易，或为

任何未经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政府允许的商业目的

所使用。如果报告内容用于商业、盈利、广告等目的时，需征得中国

经济信息社与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政府书面特别授权，并注明出处，并

按照中国及国际版权法的有关规定向上述机构支付版税。 

除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浙江省

常山县人民政府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有关版权问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国经济信息社

与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政府保留随时解释和更改免责事由及条款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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