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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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5-3.31，下同），新华-香蕉产地价格

指数较前一周（2019.3.18-3.24，下同）有较大幅度下跌。

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均有较大幅度下跌。当

期延续上周情况，正值云南反季蔬菜、水果出产高峰期，

导致车辆需求量增大，运费上涨，蕉价正常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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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幅

度下跌；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上涨。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奇吉塔在世界香蕉日前与色拉布建立合作 

 哥斯达黎加高度戒备防止香蕉害虫进入 

 公平贸易和有机食品是香蕉市场的未来 

 洪都拉斯香蕉拓展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市场 

 好卢旺达商业香蕉种植户不愿意改变香蕉种植品种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香蕉价格在快速上涨后逐渐下降 

 中国：香蕉价格尾随下跌，但节日期间会再上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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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反季果蔬上市，产地运费上涨，蕉价正常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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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01.16点，较 3月 22日下跌 8.16点，跌幅为 7.46%;较基

期上涨 1.16点，涨幅为 1.16%。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有较大幅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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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9点、161.90点、161.72点。 

上周（2019.3.25-3.31），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20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7.69%。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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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9.55%。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

前一周均有较大幅度下跌。当期延续上周情况，正值云南反

季蔬菜、水果出产高峰期，导致车辆需求量增大，运费上涨，

蕉价正常下跌。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2019 年 3 月 29 日，福建统货均价约为 1.13 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20.93%；云南统货均价约为 1.62 元/斤，较前

一周下跌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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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区皇帝蕉供应增多，价格大幅下跌 

图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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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788.91点，较 3月 22日下跌 306.14点，跌幅为

27.96%;较基期下跌 211.09点，跌幅为 21.11%。上周海南

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大幅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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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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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722.81点，较 3月 22日下跌 281.09点，跌幅为 28.00%;

较基期下跌 277.19点，跌幅为 27.72%。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682.12点，较 3月 22

日下跌 280.87点，跌幅为 29.17%，较基期下跌 317.88点，

跌幅为 31.79%。；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683.25点，较 3月 22

日下跌 241.15点，跌幅为 26.09%，较基期下跌 316.75点，

跌幅为 31.67%。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澄迈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

价为 2.20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5.38；皇帝蕉二等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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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为 2.10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3.70%。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2.20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5.38%；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2.10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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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批发价北京、天津有微幅上涨、成都小幅

下跌 

图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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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9.21点，较 3月 22日上涨 0.80点，涨幅为 0.67%，较基

期上涨 18.41点，涨幅为 18.41%。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

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上涨。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2.98元/斤，

较前一周上涨 0.92%；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46元/斤，较

前一周上涨 0.67%；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93元/斤，较前

一周下跌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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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奇吉塔在世界香蕉日前与色拉布建立合作 

奇吉塔国际品牌已宣布与色拉布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该公司

表示，为了纪念 4月 17日的世界香蕉日，将与奇吉塔合作。到 5 月

底，色拉布将出现在 2亿个奇吉塔蓝色贴纸上。 

色拉布活动包括：世界镜头、面对面镜头和游戏镜头。《世界镜

头》把色拉布变成了一个跳舞的奇吉塔香蕉角色。人脸透镜把他们的

脸变成了一根香蕉。游戏镜头邀请色拉布将落下的奇吉塔香蕉放入水

果碗中得分。 

奇吉塔北美销售总监杰米·帕特说：“香蕉是杂货店的畅销货之

一，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厨房柜台或餐桌。”“奇吉塔将是第一个将

色拉布视觉识别技术引入新产品通道的品牌。这为奇吉塔提供了一个

独特的机会，利用其标志性的蓝色贴纸作为与千禧一代和 Z一代消费

者的有力接触点，以一种有趣和相关的方式与品牌互动。” 

在创意机构自由媒体的支持下，这项蓝色贴纸色拉布活动将于 4

月初在美国启动，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将在货架

上停留四周。 

奇吉塔表示，数十年来，该公司一直在生产其蓝色贴纸的特别版

本，最近的色拉布活动证明了该品牌能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奇吉塔

香蕉与消费者联系起来。除了有趣之外，奇吉塔还提醒它的粉丝，它

的蓝色标签代表高品质、美味的香蕉和可持续的香蕉。为此，“蓝皮

书背后”倡议包括农场管理和物流方面的各种创新，对废物、减排二

氧化碳和水足迹等产生影响，该公司得出结论。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7692/chiquita-teams-u

p-with-snapchat-ahead-of-world-banana-day/ 

发布日期:3/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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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高度戒备防止香蕉害虫进入 

哥斯达黎加植物检疫当局决定避免引入镰刀菌枯萎病菌热带品

种4号，该品种不在美洲大陆，对香蕉和其他寄主的种植具有高风险。 

国家植物检疫局在利比里亚的丹尼尔奥德伯机场缴获了6公斤新

鲜香蕉叶，以及在卡尔德拉港用香蕉材料制成的手工艺品。截获行动

是在今年的头几个月进行的。 

3月份对从加拿大起飞的乘客没收了新鲜的树叶。在国家植物检

疫局工作人员对一个正常的行李进行 X光检查后发现了这些树叶。新

鲜的香蕉叶是在包装中发现的，包装上有一个品牌，说明它们来自泰

国。 

同时，根据国家植物检疫局官员的说法，这些手工艺品在两个不

同的容器中被没收，一个在 2 月，一个在 1月。 

据专家称，镰刀菌 R4T（镰刀菌枯萎病）具有毁灭性，因为它破

坏了完整的种植园，真菌的孢子在土壤中保持活跃几十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已知的控制策略，据估计，如果进入中美洲

地区，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鼠疫在东南亚登记在案。 

哥斯达黎加最近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它更新了植物检疫措施，规

定进口可能携带疾病的管制物品必须遵守这些规定，例如种植植物、

麝香科的新鲜和干燥部分、土壤和有机生长介质。 

国家植物检疫局是芭蕉科病虫害防治技术委员会的一部分，它有

工作组，在受到镰刀菌 R4T威胁之前保护哥斯达黎加的芭蕉科和香蕉

产业的生产。 

此外，它还与区域国际农业卫生组织协调，该组织制定了一个区

域性检疫虫害预防计划，该计划制定了该区域鼠疫暴发的应急计划。 

根据科巴纳的数据，2017 年哥斯达黎加的香蕉产量为 42,857 公

顷，该部门创造了 1,042,870,310美元的外汇，以及 10万个直接就

业岗位。该国还有 1万公顷的车前草和 700公顷的枣树。 

资料来源:elmundo.cr  

发布日期:3/28/2019 

http://www.baidu.com/link?url=MGM7Q4iuFZcBodt_seu1Dy8atYd8QOLMCFcAr1JhV4d3oE5ONcoeDswTNA_o3vLJEhyYK25dVmxoz6lCdAxiY_
https://www.elmundo.cr/costa-rica/costa-rica-en-alerta-para-evitar-introduccion-de-peligrosa-plaga-del-ba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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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曙光公司不同意 ETI 的决定 

金曙光公司是一个促进尊重全球工人权利的国际组织，其成员资

格已经终止。此前，洪都拉斯一家联营公司未能解决有关员工待遇的

投诉。 

自 2017 年 5月起，总部位于都柏林的水果贸易商因一年前非政

府组织香蕉联盟和国际食品工人联合会对其提出投诉而被停职。 

这一问题涉及洪都拉斯金曙光公司苏格拉农场企业工人的待遇，

并集中于农场工人有权选择工会代表。 

金曙光公司是一家日本公司的子公司，有 28 天的时间来上诉。

它在一份声明中说，它注意到 ETI决定终止其会员资格。 

它说，道德贸易倡议已经告知，已经采取了充分的行动，解决了

最初投诉的三个核心问题中的两个问题。然而，它说，在关于结社自

由的第三个问题上，金曙光公司不同意 ETI的评估。 

它说，被要求与之谈判的两个工会中，有一个在洪都拉斯没有得

到法律认可，也没有给出它代表的工人数量。尽管如此，该公司表示

已多次尝试谈判。 

但它声称昨天收到了斯塔斯的回应，拒绝会面，因为工会希望获

得独家谈判权。”这将违背我们对结社自由的承诺，也违背我们愿意

与代表我们工人的任何工会谈判，同时尊重洪都拉斯法律，”费夫斯

说。 

它还补充说，它通过内部和外部审计不断监测人权和劳工权利的

合规性，并直接处理不合规问题。 

资料来源:rte.ie 

发布日期:3/27/2019 

推动公平贸易香蕉的增长 

目前对公平贸易有机香蕉的需求强劲。 

“我们最畅销的月份是在 4 月和 5 月，现在需求已经开始上升。

三月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魁北克蒙特利尔的珍妮·科尔曼说。“对

于香蕉来说，这通常是个好季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本地水果了。但

https://www.rte.ie/news/business/2019/0326/1038671-fyffes-membership-of-workers-rights-body-ter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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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我们而言，这也与提高对公平贸易产品的认识和需求有关。

去年我们的整体销售额有所上升，如果我们在销售旺季看到更强劲的

销售额，我们必须提高对它的认识。” 

平衡供给 

同时，香蕉的供应是一致的。均衡水果公司与两家小型生产商合

作，一家在秘鲁，另一家在厄瓜多尔，虽然几个月前的大雨导致秘鲁

的产品略有下降，但厄瓜多尔正在弥补这一差距。科尔曼补充道：“每

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看到生产周期中的衰退。” 

同时，均衡水果公司今年将回归即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4月 2-4

日加拿大农产品营销协会展会。科尔曼说：“这是一个与客户和供应

商重新联系的好机会。”“我们的供应链经理刚刚结束了对墨西哥和

危地马拉的采购之旅，与去年在 CPMA会议上见过的生产商会面。从

贸易展览厅到田野或种植园真是令人兴奋！“ 

均衡水果公司还利用本次展会介绍了其第二个公平贸易有机产

品菠萝。科尔曼说：“我们现在在魁北克的索比有一个新客户。”“加

拿大公平贸易香蕉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我们也看到，我们现有的

客户群有机会推出第二个公平贸易产品。”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7096/push-for-fair-tr

ade-bananas-on-the-rise/ 

发布日期:3/27/2019 

公平贸易和有机食品是香蕉市场的未来 

尽管巴拿马疾病、种植商的不满以及零售商低价销售导致香蕉市

场动荡不安，但比利时的香蕉成熟工厂万达密却表现良好。万达密加

工量每年平均增长 15%，在过去的两年中，成熟植物通过建造新的成

熟仪器来提高其能力，最后一个仪器将在 3月份投入使用。旧电池也

经过了翻新，以备将来使用。为此，该公司使用环境型香蕉催熟系统

来催熟香蕉。 

“由于我们新的成熟仪器，新的电池完全环保。我们也从氟利昂

冷却剂转变为氨水，在大厅里，我们的目标是在合适的温度下提供水，

这样冷却剂就不会进入成熟仪器的循环。此外，由于成熟仪器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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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我们可以加热我们的办公室、会议室和更衣室。范德梅的克里

斯托夫·范登布鲁克说：“百分之百的能量被重新利用。”“施工部

分原因是更严格的规范和缺乏空间、容量。我们的客户也在不断增长，

我们将与他们一起成长，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 

独立性 

万达密是一个独立的催熟器，专门催熟香蕉。“我们现在更喜欢

只关注香蕉。成熟其他水果，如芒果或鳄梨，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专业

化。此外，其他水果的成熟还需要更多的空间，而我们现在只加工香。”

克里斯托夫解释说。除了成熟，万达密还提供香蕉包装和标签等服务。

“独立的优势在于我们提供的产品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选择香

蕉的产地和类型，不管是有机的还是非有机的，都取决于客户。” 

专业化 

“由于零售商众多，香蕉市场目前面临着价格压力。另一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在比利时和荷兰，优质香蕉仍然被顾客和各种连锁超

市视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但这些商品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售。此外，

我们还注意到公平贸易和有机香蕉的大量增长。这些种类的香蕉对环

境影响小，价格更贵。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细分市场以两位数

增长。与传统香蕉相比，我们有每年增长 14%至 20%的客户，”克里

斯托夫继续说道。 

海外产品 

虽然香蕉是一种重要的海外产品，但价格与当地采摘的苹果相似。

产量很大，但从成本上看，种植者所剩的不多。当把香蕉和其他海外

水果比较时，即使它们是公平交易的或有机的价格也很低。此外，尽

管成本不断上涨，但与去年相比，价格甚至更糟。克里斯托夫总结道：

“这不应该是这样。”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5208/fairtrade-and-or

ganic-are-the-future-of-the-banana-market/ 

发布日期:3/2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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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 CHX 服务是越南商业系统的一部分 

3月 25 日，APL竹来特快（CHX）服务将启程前往中国，第一批

香蕉将从广南竹来塔姆希普港进行冷藏运输。这标志着越来越多的冷

藏船从港口运出，因为特隆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

冷藏设施，并进一步发展了其在楚莱开放经济区的物流基础设施。 

APL首席商务官阿尔诺·库德雷表示：“这一里程碑标志着我们

正通过 CHX 服务取得进展，该服务去年在越南中部开通了通往朱莱的

直达路线。这项服务致力于为朱莱在广南及其邻近的中部沿海和中部

高地省份的新兴工业区提供服务。APL的 CHX服务已经成为商业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这使得越南出口商和进口商能够立即进入到中国南方

地区和香港，货物在世界各地传递。 

每周，CHX服务都会呼叫出来、香港和蛇口（中国）的港口。从

后两个转运中心，托运人通过 APL的广泛服务网络连接到更多的亚洲

内部市场，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以及更远的目的地，如北美、中

东和欧洲等。 

根据 Seanews.co.uk 的说法，APL不仅仅是一艘海运船，它还是

智能冷藏技术的代名词。其中冷藏解决方案包括智能护理，这是一种

大气调节技术，可以在一段时间和一段距离内保持易腐货物的质量。

同时，APL 的智能冷却无需熏蒸就可以消灭害虫。冷处理解决方案确

保新鲜农产品在最佳条件下到达，并满足目的地严格的检疫要求。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6314/apl-chx-service-

develops-as-part-of-business-system-in-vietnam/ 

发布日期:3/26/2019 

越南塔科向中国发送第一批香蕉 

泰国农业生产加工公司昨日从广东省的初来港向中国青岛发送

了 30箱重达 20吨的香蕉。这批货物价值每吨 9000 美元/吨,在去年 6

月份种植。 

泰地董事长杜宣奠透露，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出口高质量的产品。

泰国还计划在楚来开放经济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水果和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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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楚海汽车公司（泰国）昨日在这里破土动工，建设一个 451公顷

的农林工业园。 

这座价值 1.04亿美元的工厂每年总产能为 50万吨水果和农产品。

该项目的第一阶段预计将于2020年6月投入运行，年产能为20万吨。 

楚海汽车公司与黄安吉来农业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今年出口价

值 2.5亿美元的 30万吨水果，到 2021年出口目标为 100万吨。 

资料来源:e.theleader.vn 

发布日期:3/26/2019 

洪都拉斯香蕉拓展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市场 

洪都拉斯独立香蕉种植者协会主席赫克托·卡斯特罗表示，香蕉

出口正在北欧市场（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形成直接采购模式。 

卡斯特罗说，香蕉业务在今年上半年有所改善，因为美国和欧洲

的消费市场需求旺盛。 

他还表示，目前香蕉价格在国际市场表现良好。 

他补充说，香蕉是一个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产业。”洪都拉斯

香蕉的历史息息相关，如今香蕉采购领域的参与者规模更大，因为它

不再只是传统的跨国公司，正如乌克兰和俄罗斯等欧洲北部直接购买

香蕉一样。 

“我们认为，该国应以某种方式关注这一活动，因为香蕉是继咖

啡之后的第二大外汇生产国，在洪都拉斯拥有相对较小的可产生外汇

和就业的产业，因此该国应保持稳定。” 

洪都拉斯种植了约 15,000 公顷香蕉，这些香蕉可以产生超过 5

亿美元的外汇，他补充说。 

“其他拥有更多公顷的作物，不会带来香蕉创造的外汇，因此我

们必须注意这些数字。在它的黄金时期，香蕉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大量

财富，为这个国家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工作岗位。 

他还说，洪都拉斯是中美洲第三大香蕉出口国，仅次于危地马拉

和哥斯达黎加。 

https://e.theleader.vn/thaco-sent-first-bananas-to-china-15535010945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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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每年出口 3000万盒香蕉。据估计，该国每公顷产量为 2000

箱。 

资料来源:proceso.hn 

发布日期:3/26/2019 

更新香蕉作物的遥感器 

根据香蕉部门的消息，远程传感器、无人机和软件正被用于彻底

改变全世界的香蕉作物、提高生产力和自动化监测系统。 

专家们将在 5月 28日至 31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香

蕉大会上分析这些技术进步。 

哥斯达黎加国家香蕉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乔尔赫·桑多瓦尔说：“在

香蕉种植中，遥感器被分散使用，但是，我们希望开发出永久性的工

程，以提高种植园的生产力。” 

专家说，这些技术工具可以以很小的误差范围检测香蕉种植区的

疾病。 

这种技术是通过一架装有精密传感器的无人驾驶飞机来实现的，

该无人驾驶飞机飞越香蕉种植园来监测土地并收集数据以识别任何

异常情况。 

收集的数据通过旨在帮助提高作物生产力的软件进行评估。 

由科巴纳组织的国际香蕉大会将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约600名与

会者和 30 名参展商，他们将分析各个领域的行业趋势。 

在被认为是该行业全球最重要的活动，与会者将就香蕉行业在研

究、市场分析、物流和水果运输等方面的最新发现交流知识。 

他们还将讨论在防止镰刀菌拉扎4热带进入拉丁美洲方面取得的

进展。FOC R4T 是威胁香蕉和种植园的最严重疾病之一，目前在东南

亚、非洲和中东地区潜伏。 

活动包括主题演讲、简短演讲、辩论和圆桌会议。 

活动组织者表示，将在大会上讨论的议题将成为加强香蕉业务的

工具。 

http://www.proceso.hn/economia/6-economia/banano-hondureno-se-abre-paso-en-mercados-del-norte-de-europ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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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FE 

发布日期:3/26/2019 

卢旺达商业香蕉种植户不愿意改变香蕉种植品种 

卢旺达布吉斯拉地区的穆塞尼香蕉种植业的农民不愿意种植改

良品种香蕉。当局说，它们应该改变当地香蕉种植品种，因为本地的

品种只适合提取果汁来酿造本地啤酒。 

据执行秘书大马士·尼日齐马说，在穆塞尼部门，种植本地香蕉

品种的土地总面积是现代香蕉品种土地面积的两倍。 

尼日齐马说：“目前仍有 242公顷种植本地香蕉品种，而用于商

业的现代化香蕉种植面积为 134 公顷。” 

从两个品种的产量来看，很明显改良品种的产量比本地品种多，

但居民对采用改良品种犹豫不决，居民认为改良的品种需要投入大量

的资源。 

塞莱斯汀·哈贾巴基加是鲁拉马村的居民，马丁·乌维泽是卡拉

姆村的居民。前者有 1.5公顷的本土品种，但也在一小块土地上种植

新品种，供家庭消费。后者有 2.5公顷种植三种改良香蕉。 

穆塞尼部门的执行秘书贝尔蒂尔达·穆坎特瓦里告诉

newtimes.co.rw，地方当局一直在帮助居民将香蕉种植商业化，但一

些居民适应速度太慢：“一些居民说，当地品种对旱季有抵抗力，但

布吉塞拉的旱季已经持续了十年。” 

然而，穆坎特瓦里补充说，有些人正在种植改良品种。“2014

年之前，所有居民都不关心改良品种，但现在大多数家庭至少种植了

一小部分改良品种。” 

香蕉作物是大多数卢旺达人的主食，也用于出口，尤其是黄香蕉。

香蕉农作物约占全国农田面积的 23%。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6734/productivity-of-

rwandan-commercial-banana-farmers-held-back-by-mindset/ 

发布日期:3/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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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香蕉价格在快速上涨后逐渐下降 

万邦市场香蕉的主要供应商是云南、老挝和缅甸的生产区。万邦

市场的香蕉数量最近有所下降。这种发展有几个原因：第一，当其他

季节性水果大量进入市场时，4月份对香蕉的需求减弱。第二，温度

上升，这加快了香蕉的发展，使储存香蕉变得更加困难。香蕉收割后

需要很快售出，这就是价格下降的原因。第三，香蕉生产区正接近这

个生产季节的尾声。本季最后一批香蕉无法与其他水果竞争，价格因

此停止上涨。 

购买新鲜香蕉的贸易商数量正在减少，冷藏香蕉的数量也很小。

随着供应量的下降，价格有望在短时间内再次小幅上涨，但当海南、

广西和广东的香蕉 4月份进入市场时，价格将恢复正常水平。 

资料来源:Suzhou Nanhuanqiao Market 

发布日期:3/28/2019 

中国：香蕉价格尾随下跌，但节日期间会再上升吗? 

中国西南地区香蕉价格在经历了长期的增长后，最近趋于稳定，

甚至略有下降。近期价格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价格仍处于相对高位。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数据显示，上个月终端市场香蕉价格没有明显上

涨，甚至出现小幅下调。 

生产区的运输成本明显上升。在一些生产区，每辆卡车的运输成

本约为 3000-5000元人民币（446-744美元）。然而，终端市场的香

蕉价格没有上涨的迹象。许多香蕉种植户希望等待清明节（2019年 4

月 5日），因为节日期间水果消费可能会增加。然而，业内人士指出，

香蕉的价格已经相当高，随着节日期间需求的增加，来自其他季节性

水果的竞争也在加剧。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3/2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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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向中国供应大量香蕉 

过去几周，缅甸生产区的香蕉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有些地区略有

下降。业内人士指出，最近缅甸香蕉生产区的供应量超过了每天 200

辆卡车。香蕉还与其他产品竞争卡车的使用，这意味着整体运输成本

正在上升。在某些地区，卡车的成本超过 3000元人民币（446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运输成本的提高对生产区的香蕉价格构成了压力。香

蕉价格上涨的幅度是有限的。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3/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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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3.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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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4 - - 1.67  1.10  - 

2019/3/6 - - 1.70  1.10  - 

2019/3/8 - - 1.78  1.20  - 

2019/3/11 - - 1.99  1.43  - 

2019/3/13 - - 2.08  1.43  - 

2019/3/15 - - 1.87  1.30  - 

2019/3/18 - - 1.78  1.23  - 

2019/3/20 - - 1.78  1.23  - 

2019/3/22 - - 1.76  1.43  - 

2019/3/25 - - 1.61  1.23  - 

2019/3/27 - - 1.59  1.23  - 

2019/3/29 - - 1.62  1.13  - 

 

2019.3.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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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1 2.3 2.2 2.5 2.4 

2019/3/13 2.3 2.2 2.5 2.4 

2019/3/15 2.5 2.2 2.6 2.4 

2019/3/18 2.5 2.2 2.5 2.4 

2019/3/20 2.8 2.7 2.8 2.7 

2019/3/22 2.5 2.4 2.5 2.4 

2019/3/25 2.3 2.2 2.3 2.2 

2019/3/27 2.5 2.4 2.5 2.4 

2019/3/29 1.8 1.7 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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