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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简介 

新华-中国香蕉系列价格指数1，包括“新华-香蕉产地

价格指数”“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新华-香蕉销

地批发价格指数”三组分指数，是在对全国香蕉主产区、主

销区开展监测的基础上，经科学方法计算得到。 

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7 年 7 月 3 日，

基点设为 100 点。采集海南、广西、云南、广东、福建五

大国内香蕉主产区的地头交易价格。每两日进行一次价格数

据更新。 

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基点设为 1000 点。采集海南省六个皇帝蕉主产区县

一、二、三等品的皇帝蕉地头交易价格。每两日进行一次价

格数据更新。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基点设为 100点。采集国内七大分区主要销地批发市场

批发价格。每日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1
新华-中国香蕉系列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海南澄迈县人民政府联合编制，旨在监测

我国香蕉产地、销地市场运行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打造行业的晴雨表、风向标和避雷针。该

系列价格指数通过中国金融信息网、新华财经客户端等渠道定期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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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概要 

上周（2019. 2.25-3.3，下同），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2019.2.18-2.24，下同）有较大幅度上涨。

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涨跌不一，福建产区、

云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均有不同程度上涨，云南产区上涨

明显，随着气温回升，市场销售畅通，产地香蕉起量带动

价格稳中走高。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上周，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小幅上

涨；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下跌。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灾害气候过后，玻利维亚恢复对阿根廷的香蕉出口 

 玻利维亚洪水爆发，8000 公顷香蕉种植园受到影响，损失超过 2000

万美元 

 越南香蕉交易商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 

 加勒比香蕉生产商正关注细分市场 

 西班牙香蕉出货量连续八个月低于进口量 

国内产业新闻 

 广东冰雹对香蕉生产的影响尚不明显  

                                                             
2
 新闻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综合整理 

详情请见“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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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畅通，云南产区香蕉量价齐升 

图表 1：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3月 1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99.57

点，较 2月 22日上涨 5.94点，涨幅为 6.34%;较基期下跌

0.43点，跌幅为 0.43%。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

周有较大幅度上涨。 

其中广西产区指数、海南产区指数、云南产区指数、福

建产区指数、广东产区指数分别报 74.91 点、128.81 点、

74.03点、142.86点、161.72点。 

上周（2019.2.25-3.3），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0.98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4.76%。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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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3.79%。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

前一周均有不同程度上涨，云南产区上涨明显，随着气温回

升，市场销售畅通，产地香蕉起量带动价格稳中走高。其余

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2019年 3月 1日，福建统货均价约为 1.00元/斤，较前

一周上涨 7.14%；云南统货均价约为 1.59元/斤，较前一周

上涨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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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产区皇帝蕉价格企稳回升 

图表 3：新华-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3月 1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

指数报 873.44点，较 2月 22日上涨 37.07点，涨幅为 4.43%;

较基期下跌 126.56点，跌幅为 12.66%。上周海南皇帝蕉产

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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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新华-海南皇帝蕉一、二、三等品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3月 1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821.28点，较 2月 22日上涨 62.93点，涨幅为 8.30%;较基

期下跌 178.72点，跌幅为 17.87%。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724.09点，较 2月 22

日下跌 15.76点，跌幅为 2.13%，较基期下跌 275.91点，

跌幅为 27.59%；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728.13点，较 2月 22

日下跌 0.26点，跌幅为 0.04%，较基期下跌 271.87点，跌

幅为 27.19%。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澄迈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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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1.57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20.51%；皇帝蕉二等品成

交均价为 1.50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25.00%。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2.13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0.99%；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2.00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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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批发价北京、天津、成都均有小幅下降 

图表 5：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年 3月 1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4.65点，较 2月 22日下跌 0.63点，跌幅为 0.55%，较基

期上涨 14.65点，涨幅为 14.65%。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

指数较前一周有微幅下跌。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3.16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1.47%；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46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2.30%；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64元/斤，较前

一周下跌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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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灾害气候过后，玻利维亚恢复对阿根廷的香蕉出口 

在暴雨和洪水过后，香蕉种植者已经回到了阿根廷市场，这市场

要求高质量的产品。该部门每周恢复阿根廷出口量 2,800吨，但现在

必须面临与巴西、哥伦比亚、巴拉圭和厄瓜多尔的香蕉竞争，后者具

有更高的质量和抵抗力。 

阿根廷消费的香蕉中有 30％来自玻利维亚。外国生产者拥有更均

匀的香蕉，因为他们使用政府给予他们认证的种子并且能够抵抗害虫

和气候影响。与此同时，玻利维亚的香蕉是克里奥尔，巴利，威廉姆

斯和雅帕品种的混合物，其中只有一些来自改良种子。 

玻利维亚国家农业和林业创新研究所声称向生产者提供改进的

种子和技术建议，但实际上他们不提供这两种服务中的任何一种。 

生产者要求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和制定国家香蕉计划，但迄今为止

他们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此外，巴西和巴拉圭产品的运输成本低于玻利维亚人，这使得他

们的产品比玻利维亚的产品便宜。 

2018 年，玻利维亚向阿根廷出口了 1.287亿公斤价值 3,300万美

元的香蕉。根据玻利维亚外贸学院的数据，2017 年出口了 1.538亿公

斤，总计 3,900万美元。 

资料来源:AFN  

发布日期:3/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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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洪水爆发，8000 公顷香蕉种植园受到影响，损失超过 2000

万美元 

科恰班巴地区农业协调员罗兰多莫拉莱斯周三报道，到目前为止，

热带地区洪水影响了 8000公顷的香蕉。 

该官员说：“在热带地区为国内消费和出口种植的大约 14,000 公

顷土地中有 8,000公顷受到影响。” 

根据基于生产农户数据的初步估计，生产农户已经损失了 2000

万美元。 

截至 1 月 20 日，受影响的香蕉种植园的面积为 7,000 公顷，奇

摩尔河泛滥使另外 1000公顷受到影响。 

他补充说，5000名香蕉生产农户中的很大一部分受到影响，这危

及了该产品出口的可持续性。 

资料来源:ANF 

发布日期:3/1/2019 

越南香蕉交易商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 

目前中国市场香蕉价格呈上升趋势。这不仅适用于中国有利于香

蕉商，也有利于越南或菲律宾的香蕉种植商。”我们在胡志明市的农

场生产大量的香蕉。此外，我们还与其他农民合作。我们有 100公顷

的香蕉种植园在运营。今年的香蕉产量是去年产量的 8倍。这种快速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去年香蕉的价格高达每公斤 4 元（0.60美元），这

促使我们迅速扩大了香蕉种植的面积。我们用香蕉树代替以前无利可

图的作物。”这是黄先生说的。 

越南的天气非常适合香蕉种植园。全年气温保持在 28到 35度之

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保证全年生产。我们目前在越南市场销售，

但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希望出口。我们的香蕉既甜又香，味道非常适

合其他亚洲市场的消费者。” 

https://eju.tv/2019/02/riadas-afectan-unas-8-000-hectareas-de-banano-en-cochaba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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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香蕉，我们还生产菠萝蜜。近年来这种水果越来越受欢迎。

因此，越南种植园主在该行业的投资越来越多。菠萝蜜的价格很高，

大约每公斤 20元（2.99美元）。我们希望能在菠萝蜜和香蕉出口行业

找到新的客户，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全世界的消费者有机会品尝到菠萝

蜜和香蕉的味道。”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77606/vietnamese-banan

a-traders-are-optimistic-about-the-chinese-market/ 

发布日期:3/1/2019 

加勒比香蕉生产商正关注细分市场 

面对拉丁美洲的竞争，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的香蕉生产商今

年将提供两种新产品，即“有机法国香蕉”和“儿童香蕉”，使其产

品更多样化。后者将于 4月在法国上市。它是一个较小的香蕉，由 3

个、4个、5 个或 6个水果串成。它们将以与大香蕉相同的价格出售，

以促进加勒比产品与其拉丁美洲竞争对手，尤其是世界第一出口国厄

瓜多尔的竞争。 

美国香蕉将从较低的税收中受益。从 2010年的 176欧元/吨（200

美元/吨）起，明年仅需 75欧元（85美元）。同时，瓜德罗普岛和马

提尼克岛的生产商也在细分他们的产品，以获得法国市场份额的更多

附加值（目前为 40%）。 

2015 年，他们推出了“法国香蕉”，以集群方式销售，这有助于

减少超市的浪费。自去年以来，“公平香蕉”也在提高来自不到 5 公

顷农场的香蕉产量。 

到年底，“有机法国香蕉”将推出。过去在加勒比海种植有机香

蕉几乎是不可能的。极端的湿度使香蕉植株中的一种疾病——黑叶蝉

又卷土重来，这种疾病如果没有杀虫剂是无法完全控制的。今天，研

究开发了一种新的抗真菌品种。它是野生香蕉植物的典型杂交种。 

资料来源:rfi.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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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3/1/2019 

香蕉的价格前景良好 

来自帕多瓦一家香蕉催熟和分销公司斯菲的亚历山德罗·达

尔·贝洛报告说，香蕉目前价格不高且质量良好，未来几周价格将有

所提供。当前香蕉主要来自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 

“这些天的香蕉平均价格是每箱 15.50 欧元，与过去几年持平。

2018 年因条件特殊是唯一一个价格上涨的季节。2019 年的头几个星

期相当缓慢，但价格有所回升。” 

根据达尔贝洛，需求目前略高于供应。价格至少在 5月底前以令

人满意的平均水平增长或稳定。夏季意大利市场的需求下降，香蕉价

格从高端到次级品牌不等，同时价格低于平均水平。 

“在复活节之前，没有太多的产品提供，随后产品会增加。质量

也会提高并在 4月和 5月达到高峰。” 

2018 年初，一盒香蕉的价格超过 17欧元，与过去几年的平均价

格相比，增加了几欧元。一个纸箱的国际标准重量是 40 磅（18.14

公斤），而在意大利通常超过 19公斤。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76951/average-prices-b

ut-good-prospects-for-bananas/ 

发布日期:2/28/2019 

西班牙香蕉出货量连续八个月低于进口量 

在十二月，从加那利群岛的出货量已连续八个月低于香蕉进口量。

在 2018年，香蕉累计进口量是香蕉供应量的 43%-60%，比 2017年同

期高 8%。 

在 2018 年十二月，24,972 吨香蕉来自于加那利群岛，同时来自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香蕉增加到 30,665吨。因为之前的出口量在 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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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西班牙消费累计达到 46,504 吨香蕉。十二月份西班牙进口香蕉

市场份额在 46 %到 66 %之间。 

十二月香蕉主要供应国是哥斯达黎加（11,585 吨），哥伦比亚

（5,413吨），科特迪瓦（4,792 吨），法国(4,502 吨)。在这些国家占

到总量的 86%。 

2018 年, 加那利群岛的总出货量接近 350,004吨，前一年出口量

104,305吨，可供应量达到 611,022 吨；比 2017 年多 15,592吨。西

班牙市场香蕉的累计进口量从最小值 43%到最大值 60%。 

2018 年最主要的香蕉进口国是哥斯达黎加（125,792 吨），科特

迪瓦（64,201 吨），哥伦比亚（51,849吨）、法国（38,494吨）和喀

麦隆（24,728 吨）。五个国家总共占进口量的 83%。 

资料来源:hojasbananeras.blogspot.com 

发布日期:2/28/2019 

新鲜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首次从厄瓜多尔交付德米特香蕉-“我们想与

当地生产商分享我们的知识” 

总部位于汉堡的新鲜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从厄瓜多尔的日益

发展的生意领域转移到了德米特香蕉公司的项目。这为公司的生物动

力产品，尤其是德国市场上的海外产品制定了新的标准。鲜果广场与

生产商和进口商在 2019 纽伦堡有机食品博览会的德米特展台会面。

关于激情、循环经济以及国际专业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商机进行会谈。 

自 1998 年以来，费尔南多·蒙萨尔夫一直按照生物指南管理它

的领域。直到很多年后（2013 年），他才通过一个研讨会第一次意识

到生物动力培养。在一次大麻药用种植者之旅之后，他决定献身于德

米特的种植。他花了大约 2年的时间才彻底改行。“我还在转换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德米特是其他有机证书所无法比拟的。”厄瓜多尔人说。 

从种植园到汉堡港 

目前，150 个家庭正在那里种植香蕉种植园（约 130公顷）。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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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农场的基本理念包括有机多样性、综合牲畜的整体循环经济以及在

同一地点生产室内肥料。“尽管厄瓜多尔有两个不同的季节，但我们

全年都能提供稳定的产量。这种传递能力，同时也证明了我们香蕉植

物的美丽颜色，以及我们水果的较高糖度值，证明了我们的栽培方法

是有效的，”蒙萨尔维强调。 

他与一位欧洲客户合作开发了德米特产品，仅在马德里的 2018

年水果展期间，德米特产品的专业生产商和新鲜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管理层首次相互了解。这家位于汉堡的公司多年来一直在提供公平贸

易和有机香蕉，但其产品范围还没有包括来自生物动力栽培的产品。

在参观了生产商之后，建立了合作关系。“生物动力培养背后的基本

理念和激情立刻打动了我们。作为回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作为一个

进口商，与当地生产商分享我们的知识，以便我们相互加强，” 新鲜

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经理菲利克斯·斯达马尔解释说。 

持续销售 

一月底，第一批来自厄瓜多尔的德米特香蕉抵达汉堡港。由于新

鲜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已经能够与一家德国连锁超市签订项目，因此连

续销售也得到了保证。斯塔默：“对迪米特香蕉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加。

在价格和性能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收到了积极的反馈。” 

对于生产商和贸易商来说，这也是一个商机。蒙萨尔：“在厄瓜

多尔，只有两个生产商在很大程度上与德米特香蕉打交道。多米尼加

共和国有几只，但它们的香蕉要小得多。”对于进口商而言，该伙伴

关系不仅为德国市场带来独特商品的机会，而且也将可持续发展的主

题放在了聚光灯下。斯塔默：“我们试图在交易中重新思考，因为我

们必须适应它。”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77035/we-want-to-share

-our-knowledge-with-the-local-producers/ 

发布日期:2/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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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将向中国出口地区特色香蕉 

中国境外的两个主要的香蕉品种是卡文迪什香蕉和拉卡坦香蕉。

卡文迪什香蕉的全球产量约为 5500万吨，约占香蕉总产量的 47%。 

拉卡坦香蕉是菲律宾的一个地区香蕉。这种香蕉目前还没有在中

国境内销售，因此中国消费者还不熟悉这种香蕉。此外，菲律宾拉卡

坦香蕉的产量也不大。从外观上看，拉卡坦香蕉和其他香蕉一样，呈

黄色，但拉卡坦香蕉比市场上常见的大多数香蕉都要小一些。 

拉卡坦香蕉是一个矮香蕉。香蕉植株一般高3米以上，果实较直，

单株产量高。香蕉对巴拿马病有很高的抵抗力，但易受黄斑病的影响。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有大型的拉卡坦香蕉种植园，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出

口香蕉品种。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2/28/2019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嫩德拉香蕉的收获始于积极的一面 

在印度的蒂鲁奇地区，“嫩德拉”品种香蕉已经开始收获。在当

前季节（2018-19年），香蕉种植面积高达 7000 公顷，“嫩德拉”香蕉

种植面积达 2,500公顷。安德汉努尔、库茨菲尔维、佩塔瓦耶雷、马

尼坎达姆、穆萨拉萨努尔、杰亚普兰、提拉雅察拉和帕那普兰的大部

分土地都种植“嫩德拉”香蕉。 

龙卷风“加雅”摧毁了约 1500 公顷“嫩德拉”香蕉，占被龙卷

风摧毁的香蕉种植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安德哈纳尔和曼尼坎丹地

区受到的影响很大。 

在 2018 年 5 月和 6 月完成香蕉种植的地区，成功挺过龙卷风袭

击的香蕉田开始收获香蕉作物。据报道，各地区的产量都很好。香蕉

的收获量在 12至 15吨，略高于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 thehindu.com 

https://www.thehindu.com/news/cities/Tiruchirapalli/harvest-of-nendran-banana-begins-on-a-positive-note/article26394336.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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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28/2019 

新西兰香蕉项目很快就会取得成果 

香蕉是新西兰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但大多数香蕉都来自于海外

市场进口。新西兰每年从厄瓜多尔、菲律宾、墨西哥、巴拿马和美国

进口约合每人 18 公斤的香蕉。但最近在新西兰北部和吉斯伯恩地区

开始有香蕉种植。 

现在，来自帕默斯顿北部的农业研究科学家们正在帮助从组织培

养中培育这种植物。研究人员瓦吉德·侯赛因说，香蕉植物生长和生

产大约需要 18 个月，但通过他的小组的研究，可能缩减到 12 到 16

周。 

侯赛因说，新西兰从未对香蕉组织培养进行过彻底的研究。农业

研究人员从其他香蕉植物中提取组织培养物，并一直在试验种植新植

物。目前作物只在实验室里生长，但很快就会被带到室外环境中种植。

该项目预计需要 2到 5年时间。 

据 Stuff.co.nz 报道， 侯赛因称，澳大利亚市场没有进口香蕉，

而新西兰市场香蕉 100%来自进口，因此他希望在新西兰香蕉市场上占

有一席之地。 

资料来源: www.freshplaza.com 

发布日期:2/27/2019 

前热带气旋“奥马”袭击了新南威尔士州的香蕉作物 

前热带气旋“奥马”已经对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特威德山谷的至

少两个独立香蕉种植园造成了严重破坏。 

库德根地区香蕉种植者萨尔文·辛格说，时速 80公里/小时的大

风吹走了他 95%的卡文迪什香蕉树枝，折断了他 90%的卡文迪什香蕉

作物，损失价值大约等于 25,000 箱香蕉。辛格将于下月开始削减开

支，他正在考虑可能造成的超过百万美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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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农作物第二次被大风肆虐——两年前，他因前飓风黛比

而减产一半。辛格说：“黛比（当时）可能没有这家工厂糟糕，我们

从那家工厂损失了大概 10,000 株橡胶树，这家工厂损失了大约

15,000株香蕉树。”风太大了，它猛烈地吹着，这就是扭曲和折断植

物的原因。去年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年，然后事情发生了，”他

说。 

在这一阶段，在完成对损失的全面评估之前，还不能确定灾难的

损失。新南威尔士州第一产业部估计，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价值 70

万美元的损失，但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一位民进党发言人说：“我

们仍在等待其他地区香蕉种植者关于造成损害的消息。” 第一产业部

正在等待有关澳大利亚坚果、蓝莓和受保护园艺的损坏报告-目前还

没有报告任何损坏。” 

资料来源: abc.net.au 

发布日期:2/26/2019 

反对香蕉进口自由化--西班牙加那利香蕉种植者要求委员会召开紧

急会议 

加那利群岛政府和加那利群岛香蕉生产组织协会表示反对将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香蕉进口自由进入到欧盟，因为“这是在

惩罚欧洲香蕉部门”。 

一级部门副理事会阿贝尔·莫拉莱斯和加那利群岛香蕉生产组织

协会主席多明戈·马丁已经会见了农业秘书长费尔南多·米兰达，要

求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政府和生产部门出席的情况下召开欧洲香

蕉委员会紧急会议，以便解决自由化带来的后果。 

加那利群岛政府农业、牲畜、渔业和水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报告

说，该部已同意召开本次会议，会议可能将于 5 月举行。 

据安理会称，西班牙政府“不愿意按照安第斯国家的要求降低关

税或降低植物检疫要求”。 

“欧洲香蕉市场进一步向第三国开放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欧盟

https://www.abc.net.au/news/rural/2019-02-25/cudgen-banana-crop-damaged-cyclone-oma/1084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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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声明说，有必要确保欧盟所有香蕉在环境和食品安全标准方

面的真正平等。 

莫拉莱斯认为，进一步的自由化“将促进第三国的不公平竞争”，

并将使欧盟种植者“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香蕉管理层和生产商辩称，拉丁美洲香蕉目前的关税状况“并没

有阻止它们的增长”，因为进口量已从 2010 年的 354 万吨增至 2017

年的 470万吨。 

“更大的自由化只会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这将把欧盟生产的

香蕉从欧洲市场上赶走。 

资料来源:EFE 

发布日期:2/25/2019 

 国内产业新闻 

广东冰雹对香蕉生产的影响尚不明显 

广州的气象研究所发出警告，预计广东会有冰雹降临。除过多降

雨外，广州市许多地区也经历了冰雹天气。除广州外，2月 20日晚和

2月 21日上午，韶关、清远和肇庆地区也遭遇了冰雹和 7-8次雷暴。 

冰雹相对短暂，对该地区香蕉生产的影响尚不清楚。肇庆市一位

香蕉农解释说，该农场仅在 2月 21日下午出现强降雨，但没有冰雹。

香蕉农场照常运转。南沙的另一个农民说：“南沙的天空晴朗无边无

际。”而清远的另一个农民说：“我对其他地区不太确定，但在清远这

里一切都很好。”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2/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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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1.28-3.1 香蕉产地价格均价表（单位：元/斤） 

日期 广西 海南 云南 福建 广东 

2019/1/28 - - 1.51  0.80  - 

2019/1/30 - - 1.44  0.80  - 

2019/2/1 - - 1.44  0.80  - 

2019/2/11 - - 1.51 0.80 - 

2019/2/13 - - 1.44 0.80 - 

2019/2/15 - - 1.44 0.80 - 

2019/2/18 - - 1.58 0.83 - 

2019/2/20 - - 1.34 0.93 - 

2019/2/22 - - 1.28 0.93 - 

2019/2/25 - - 1.53  0.93  - 

2019/2/27 - - 1.55  1.00  - 

2019/3/1 - - 1.59  1.00  - 

 

2019.2.11-3.1 海南皇帝蕉均价表（单位：元/斤） 

 澄迈 乐东 

日期 一等品 二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2019/2/11 1.6 1.5 3.1 3 

2019/2/13 1.6 1.45 3.1 3 

2019/2/15 1.6 1.5 3.1 3 

2019/2/18 1.3 1.2 3 2.9 

2019/2/20 1.3 1.2 2.6 2.5 

2019/2/22 1.3 1.2 2.5 2.4 

2019/2/25 1.5 1.4 2.3 2 

2019/2/27 1.4 1.3 1.8 1.7 

2019/3/1 1.8 1.3 2.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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