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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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4.7，下同），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2019.3.25-3.31，下同）有小幅上涨。福建

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涨跌不一，福建产区小幅下

跌，云南产区小幅上涨，清明节日效应对云南产地蕉价有

小幅拉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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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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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因枯萎病而遭受损失 

 哥伦比亚：2018 年香蕉出口增长 3.52% 

 2019 年第八届国际香蕉大会将于 4月底召开 

 印度尼西亚终止对菲律宾香蕉的反倾销税 

国内产业新闻 

 海南香蕉上市供应国内市场 

 中国：清明期间产区香蕉价格不太可能上涨 

 中缅、中老边境拥堵导致香蕉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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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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日效应，拉动产地蕉价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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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03.24点，较 3月 29日上涨 2.08点，涨幅为 2.05%;较基

期上涨 3.24点，涨幅为 3.24 %。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有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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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4点、176.19点、161.72点。 

上周（2019. 4.1-4.7），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18元

/斤，较前一周下跌 1.39%。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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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较前一周上涨 2.77%。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价较前

一周涨跌不一，福建产区小幅下跌，云南产区小幅上涨，清

明节日效应对云南产地蕉价有小幅拉动作用。其余产区走量

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2019年 4月 3日，福建统货均价约为 1.23元/斤，较前

一周上涨 8.82%；云南统货均价约为 1.65元/斤，较前一周

上涨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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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区皇帝蕉供应增多，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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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

指数报 736.20点，较 3月 29日下跌 52.71点，跌幅为 6.68%;

较基期下跌 263.80点，跌幅为 26.38%。上周海南皇帝蕉产

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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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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682.66点，较 3月 29日下跌 40.16点，跌幅为 5.56%;较基

期下跌 317.34点，跌幅为 31.73%。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642.00点，较 3月 29

日下跌 40.12点，跌幅为 5.88%，较基期下跌 358.00点，

跌幅为 35.80%；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602.87点，较 3月 29

日下跌 80.38 点，跌幅为 11.76%，较基期下跌 397.13 点，

跌幅为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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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0.45%；皇帝蕉二等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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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均价为 1.65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1.43%。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1.75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0.45%；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1.65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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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日效应，北京、天津、成都香蕉批发价

格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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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5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9.18点，较 3月 29日下跌 0.01点，跌幅为 0.01%，较基

期上涨 19.18点，涨幅为 19.18%。上周香蕉销地批发价格

指数较前一周微幅下跌。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3.02元/斤，

较前一周上涨 1.44%；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50元/斤，较

前一周上涨 1.51%；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94元/斤，较前

一周上涨 0.49%。  



 

 

9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因枯萎病而遭受损失 

棉兰老岛的卡文迪什香蕉出口商和种植者对产量损失的上升表

示担忧，因为镰刀菌枯萎病继续影响该产业。除此之外，气候条件的

变化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棉兰老岛香蕉农场主出口商协会常务董事格拉迪斯•加西亚表示，

已经放弃了大量卡文迪什香蕉农场，特别是在斯托。由于枯萎镰刀菌

的传播，达沃市的托马斯、卡帕龙、亚松森、班纳博和卡利南。那里

的种植者也受到旱季和最近暴雨的影响。 

“我们需要水，但我们也受到过多的水的影响，”加西亚在周一

在达沃附件的卡皮函·达瓦上说。她说，大约 2 万到 2.5万公顷的土

地仍然是卡文迪什香蕉生产区。她说，不利因素导致产量下降，出口

商面临无法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风险。 

资料来源:pageone.ph  

发布日期:4/4/2019 

哥伦比亚：2018 年香蕉出口增长 3.52% 

隶属于哥伦比亚香蕉协会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生产了 10,140 万盒

香蕉，价值 8.687 亿美元，产量和价值分别比 2017 年高出 3.52%和

2.63%，占 2018 年全国总产量和出口价值的 78%。 

“2018 年哥伦比亚农业出口情况复杂，但香蕉行业较 2017年增

长 1.4%。奥古拉总统胡安·卡米洛·雷斯托普·戈麦斯说：“这一年

受到厄尔尼诺等天气因素的影响，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该地区出现

了大量的风，这直接反映在生产中。” 

2018 年，哥伦比亚成为继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之后

http://pageone.ph/banana-exporters-growers-suffer-losses-due-to-fusarium-w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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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大香蕉出口国。 

在此期间，哥伦比亚增加了耕地面积，即新种植园和更新种植园

都投入生产。目前香蕉种植面积为 50,685公顷，比 2017年增加 1,378

公顷。这些数字使该部门继续占据哥伦比亚除咖啡和花卉以外的第三

行农业出口。 

欧盟仍然是哥伦比亚香蕉的主要目的地，出口量占 65%，其次是

英国和美国，每个国家占市场的 17%。 

资料来源:elnuevosiglo.com.co  

发布日期:4/4/2019 

法国：满足对香蕉质量的动态需求 

目前市场需求良好，上半年香蕉市场的情况一般如此。但是，“如

果香蕉的消费量持续上升，水果的质量和细分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西姆的总经理文森特·奥马尔·德库吉斯解释说。 

厄瓜多尔香蕉：“优质水果” 

从产地来看，法国市场的香蕉来自法属加勒比、非洲和拉丁美洲，

厄瓜多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生产国，主要由西姆在法国销售。 

“我们主要以厄瓜多尔的香蕉为目标，这些香蕉目前在质量、味

道和成熟度方面都是最常见的。该国在天气、生产和运输方面条件优

越，并具有国际公认的社会和环境做法，因此受益匪浅。 

我们提供的厄瓜多尔香蕉是经过认证的热带雨林联盟和碳中和

产品，被认为是高端产品，具有不断适应客户需求的能力。我们提供

厄瓜多尔香蕉的所有细分市场。例如，对于寻找更大香蕉的顾客来说，

所谓的“巨型”，即“弗雷西内特”，有机的，甚至是在他们各自的包

装中进行的有机公平贸易。我们用厄瓜多尔的车前草来完成我们的行

程。” 

近年来，有机食品市场发展迅猛，“这满足了消费者对信任和口

味品质的期望。” 

https://www.elnuevosiglo.com.co/articulos/04-2019-exportaciones-de-banano-us8687-mill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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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新的成熟平台 

西姆目前正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该项目将于 2019 年底

结束，“在朗吉斯建设一个新的成熟平台，这将提升我们在法国市场

的地位。”这座 129,167 平方英尺的建筑将容纳西姆的成熟和包装活

动。这将使超过 80,000 吨的香蕉和异国水果在一个地方成熟，并将

大大提高公司的能力。位于朗吉斯，这座新建筑将成为法国最大的香

蕉和异国水果熟化基地。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90180/france-dynamic-d

emand-for-bananas-with-a-sustained-quality/ 

发布日期:4/4/2019 

2019 年第八届国际香蕉大会将于 4 月底召开 

国家香蕉公司和哥斯达黎加香蕉产业邀请您参加 2019年 4月 28

日至 5月 31日在迈阿密市中心凯悦酒店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香蕉大会。 

主题将是：“香蕉产业的大趋势：贵公司是否准备好迎接 2020 年

的变化？”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五大洲的代表将齐聚一堂，分享 2020 年

后香蕉产业在科学研究、物流趋势、市场和未来的最新成果。 

在第八版中，超过 30 位专家将通过专题讨论会和讲座分享想法

和意见，突出香蕉市场的主要挑战，并为公司和生产商提供加强业务

的工具。 

资料来源:congresointernacionaldebanano.com 

发布日期:4/4/2019 

印度尼西亚终止对菲律宾香蕉的反倾销税 

印尼贸易部长本周二表示，印尼将不再对从菲律宾进口的香蕉征

https://congresointernacionaldebanano.com/congreso/?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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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反倾销税。 

在马尼拉与农业部长皮诺尔举行双边贸易谈判后，印尼贸易部长

卢基塔宣布终止反倾销税。卢基塔说，这是对菲律宾进口卡文迪什香

蕉征收反倾销税的象征性礼物。 

香蕉是菲律宾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截至 2019 年 1 月，出口价

值超过 1600 亿美元的新鲜香蕉，较 2018 年 1 月 7050 万美元的出口

价值增长了 127.8%。 

“至于我们将出口到印尼市场和其他农产品的香蕉数量，这将首

先由印尼的需求决定，” 皮诺尔说。 

早些时候，cnnphilipines.com 报道了两国和马来西亚如何同意

成立一个三方技术工作组，处理菲律宾棕榈油的倾倒问题。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9420/indonesia-ends-a

nti-dumping-duties-on-philippine-bananas/ 

发布日期:4/3/2019 

墨西哥去年香蕉出口增长 7.9% 

根据联邦经济秘书处的数据，墨西哥去年的香蕉出口打破了纪录，

因为 2017 年的香蕉出口增长了 7.9%。出口香蕉近 57万吨，价值 2.59

亿美元，主要出口国是美国，美国购买了价值 1.93 亿美元的香蕉。 

其次是出口到日本 1300万美元，荷兰 1100 万美元，俄罗斯、韩

国和乌克兰各 500万美元。 

墨西哥的香蕉生产商可以全年收获香蕉，而冷藏和运输的技术资

源意味着没有一个市场距离享受新鲜产品太远。 

主要生产商已经巩固了他们的商业化进程，在墨西哥城的伊斯塔

帕拉帕批发市场设立了仓库。据估计，来自主要生产国的香蕉产量有

80%是从该分销中心销售和运输的。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9420/indonesia-ends-anti-dumping-duties-on-philippine-bananas/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9420/indonesia-ends-anti-dumping-duties-on-philippine-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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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墨西哥《每日邮报》报道，墨西哥是 2017 年全球第 15大香蕉

出口国，占总出口量的 2%。厄瓜多尔是第一大出口国，出口总额达

30亿美元。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8913/mexico-s-banana-

exports-up-7-9-last-year/  

发布日期:4/2/2019 

奇吉塔在哥斯达黎加解雇了 178 名工人 

奇吉塔和员工举行了11个工作日的调解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

公司于 3 月 28 日星期四通过信函通知 178 名员工，他们的雇佣合同

已经终止。 

劳动程序改革表明，当存在经济性质的集体冲突时，如本案所述，

调解程序的初始期限为 20 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只持续了立

法所设想的半天多一点。 

哥斯达黎加香蕉和盟军工人工会总秘书迈科尔· 埃尔南德斯描

述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影响到利蒙更多的工人和家庭，这是不幸的，

因为它增加了该省的失业率。 

调解程序失败是为了防止案件进入司法阶段，但现在将由劳动法

院处理。 

他还说，奇吉塔品牌管理局没有重新考虑或有兴趣退出他们 3 月

3日宣布的解雇。 

他还表示，该公司并未受到 APM码头运营的莫因集装箱码头进入

运营的影响，但已选择雇用三家公司来完成其下岗178名工人的工作。 

他补充说，这项措施影响了 180人，包括直接和间接雇员。 

埃尔南德斯说，他们将继续进行正在进行的法律行动，例如要求

宣布奇奎塔品牌的雇主在 3月份停止履行职责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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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说，他们将在国际一级对奇吉塔品牌和政府展开一场谴

责运动，并从本周起采取其他行动。 

运营部员工的解雇计划在 3 月 19 日，但由于集体纠纷的提起而

被推迟。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员工在初始日期 10 天后被

终止。 

一月份，跨国救济金解雇了近 300名工人。据估计，2019年第一

季度，利蒙将有 1000 多人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失业，其中大多数与

港口工作有关。 

资料来源:diarioextra.com   

发布日期:4/2/2019 

瑞典希望与厄瓜多尔加强商业关系 

瑞典大使到厄瓜多尔，汤米·施特龙贝格与副部长的北美和欧洲

的外交部的奥古斯都·萨阿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他们的研究议

程的主要议题包括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目前，厄瓜多尔出口到瑞典和欧洲市场的商品的 92%是香蕉，瑞

典政府在操办从厄瓜多尔出口到瑞典和欧洲市场的其他商品。 

官方同意组织一场厄瓜多尔企业家产品出口到欧洲和瑞典市场

方法的会议。 

此外，双方表达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Foreign Ministry of Ecuador/Ecuadorinmediato.com  

发布日期:4/2/2019 

未来基金用来管理热带 4 号病毒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赞同昆士兰政府拨款 1210 万美元，

继续资助控制和遏制巴拿马疾病热带 4号病毒。 

https://www.diarioextra.com/Noticia/detalle/385726/concretan-despido-de-178-empleados-de-chiquita
http://www.ecuadorinmediato.com/index.php?module=Noticias&func=news_user_view&id=281885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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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政府最近通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将继续资助现有的热带

4号病毒管理项目，直至 2019 年 6月 30日。然而，从 7月 1日起，

政府对该项目的资助只能在与工业界的成本分担安排下继续。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认为，昆士兰生物安全部运行的现有

热带 4 号病毒管理和遏制计划对减少疾病传播至关重要。自从 2015

年 3月在图利山谷首次检测到热带 4号病毒以来，由于澳大利亚香蕉

种植者委员会、昆士兰生物安全部、个体种植者、研究人员和更广泛

的社区的合作，只有另外两个农场检测到了这种疾病。 

通过国家征费和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基金对第一个受感

染农场进行的行业收购以及随后对其所有业务的关闭，也为遏制这一

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认为，热带 4 号病毒项目值得投资

于未来，”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洛伊说。“工业

界、政府、社区和研究人员在尽可能减少这种潜在破坏性疾病传播方

面的努力是最前沿的。在控制这种疾病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巴拿

马热带4号病毒的国家能像我们在昆士兰北部这样取得同样的成功。” 

“但事实是，巴拿马热带 4 号病毒将在这里停留，并最终扩散。

因此，规划未来至关重要。” 

“我们欢迎政府今天宣布的额外 1200 万美元，这将支持今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的热带 4 号病毒计划。澳大利亚生物安全理事会和

昆士兰生物安全部最近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制定了一项正式的伙伴关

系协议，规定未来四年将如何设计、交付、资助和管理热带 4号病毒

项目。” 

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咨询香蕉种植

者，以获得有关新合作协议的反馈，特别是该行业将如何为其份额提

供资金。 

洛伊先生强调，虽然巴拿马热带 4号病毒目前被控制在昆士兰北

部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区，但减缓不可避免的扩散对整个香蕉产业是

有益的。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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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9301/future-funding-o

f-tr4-management/ 

发布日期:4/2/2019 

卢森堡利多超市只出售公平贸易香蕉 

卢森堡利多超市已宣布决定只在其商店销售公平贸易香蕉。 

通过只提供公平贸易香蕉，连锁超市将有 65.8 万公斤额外的可

持续水果，这将对公平贸易香蕉的数量产生巨大影响。根据公平贸易

组织卢森堡的 NGO，这项措施为大量香蕉生产商提供了更好的收入。 

事实上，折扣店每年销售约 742,000公斤香蕉。利多超市只销售

公平贸易香蕉的决定将使这些香蕉在卢森堡市场的增长率达到 39%。 

最后，卢森堡丽都集团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将可持续产品的年营

业额提高 10%。这不是公平贸易与利多超市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去年，

利多超市从其领先的经销商品牌中选择了最畅销的巧克力棒作为公

平贸易。大公国一年内售出 60多吨巧克力。 

资料来源:chronicle.lu 

发布日期:4/2/2019 

肯尼亚：泰塔塔韦塔县计划促进香蕉种植 

据农业主管戴维·斯旺旺称，本月将开始建设 1.16 亿先令的香

蕉加工厂。这家工厂将建在塔韦塔的市场的范围三英亩的地方。 

该项目的一部分资金由欧盟提供，欧盟已经提供了 1.1 亿先令，

而格兰顿·桑博加州长的政府正在提供剩余的 650 万先令。该工厂还

将包括一个冷藏仓库，用于熟化香蕉。 

大约 55%的工厂工作将涉及水果成熟，而 45%将用于加工面粉、

薯条和果酱。 

该工厂预计将促进塔维塔的香蕉种植；那里的农民估计每年每英

https://chronicle.lu/category/shopping-1/28672-lidl-luxembourg-to-sell-only-fairtrade-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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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量为 35 至 60 吨。该县的一份报告说，塔维塔香蕉种植园下有

5139.79英亩，但由于农产品在非旺季以每公斤 5先令的价格交易，

农民抱怨收入低。 

根据 StandardMedia.co.ke 的说法，工厂将于 2023 年完工，并

将按照国际标准对产品进行加工。“该行业的目标是每天至少加工 4

吨香蕉，我们已经在为成品寻找现成的市场，”副省长马加拉·姆拉

吉说。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089408/kenya-taita-tave

ta-county-plans-to-boost-banana-farming/ 

发布日期:4/2/2019 

奇吉塔在世界香蕉日前与色拉布合作 

奇吉塔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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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允许消费者与奇吉塔结合。到 5

月底，色拉布码将出现在 2亿个奇吉塔蓝色贴纸上。 

色拉布活动包括：世界透镜、脸透镜和游戏透镜。《世界镜头》

把奇吉塔变成了一个跳舞的奇吉塔香蕉角色。人脸镜头把他们的脸变

成了一个香蕉。游戏透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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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波斯特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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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趣和相关的方式与品牌互动。” 

在创意机构流媒体的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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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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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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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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斯达黎加高度戒备香蕉害虫入侵 

哥斯达黎加植物检疫当局决定避免引入产氧镰刀菌热带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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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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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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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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香蕉种植者协会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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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产业新闻  

海南香蕉上市供应国内市场 

海南南部三亚、乐东和陵水的一些香蕉产区已经开始供应市场。

总体供应量仍然很小，价格也不错。2019年初的冬天很暖和，香蕉发

展很快，这就是海南生产区今年早些时候开始供应市场的原因。产品

质量比往年高很多。 

经过多年的改组，海南香蕉产业目前主要由中小型种植户组成。

产业规模既不增长也不萎缩。海南香蕉种植总用地面积达 2 万公顷，

南分三亚、乐东、陵水，中、北分东方、长江、丹州、临高。南方的

生产区在 4-5月开始批量供应市场，其他地区在 5-6月开始批量供应。

这一方面是有意识地决定市场供应结构，另一方面也是气候自然差异

的结果。 

当 6月底海南的供应开始减少时，广东和广西的生产区的供应开

始增长。当时，来自许多不同生产区的供应大约同时进入市场，香蕉

价格可能会经历较大的波动。实际的波动也将取决于天气条件的变化，

这会影响增长速度。 

https://www.elmundo.cr/costa-rica/costa-rica-en-alerta-para-evitar-introduccion-de-peligrosa-plaga-del-ba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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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4/4/2019 

中国：清明期间产区香蕉价格不太可能上涨 

香蕉的价格最近相当稳定。中国西南地区的生产区价格略有上涨，

但涨幅不明显。清明节（2019 年 4月 5日）即将来临，市场正在为不

断增长的消费者需求做准备。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价格不太

可能大幅上涨，因为运输成本不断上涨，老挝和缅甸的供应在边境遇

到困难。 

业内人士表示，运输成本已增长到每辆卡车 2000-4000元人民币

（298-596 美元），价格上涨 20%。随着清明节的到来，司机回家扫墓，

导致可用卡车的数量也在下降。此外，在节日期间，生产区的总供应

量增加，这意味着不同的产品相互竞争，以获得可用的卡车。这些情

况导致运输成本增加。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4/1/2019 

中缅、中老边境拥堵导致香蕉价格下跌 

中国香蕉业人士表示，自 3月中旬市场需求开始增长，香蕉价格

可能再次上涨。越来越多的客商到中国西南部的香蕉产区旅游，需求

的增加推高了价格。然而，缅甸和老挝生产区的香蕉供应在各自与中

国的边界处遇到了困难。供应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区。 

缅甸北部的一位香蕉农场主表示，缅甸有一个巨大的国内香蕉市

场，可以吸收从问题边境转移过来的香蕉供应。大型香蕉种植园将供

应转向国内市场，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在某些情况下，价格甚至略有

上涨。然而，小种植园的价格波动较大。 

然而，随着交通拥堵的持续，运输成本增加，这给缅甸北部生产

区的香蕉价格带来了压力。等待运输的香蕉的临时积累迫使价格下降，

在某些地区，每公斤价格高达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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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4/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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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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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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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4/1 - - 1.65  1.13  - 

2019/4/3 - - 1.65  1.23  - 

 

2019.3.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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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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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1 1.8 1.7 1.8 1.7 

2019/4/3 1.7 1.6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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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

迈县政府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

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中国经济信息社

与澄迈县政府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联系方式 

中国经济信息社 

作者：汪伟坚 李伯罧   

数据校审：陈嘉  编辑：孔张屏  审核：白卫涛 

电话：010-88051684 

邮箱：maopizai@sina.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 

环球财讯中心 A座 15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