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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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蕉

产地价格指数”“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

四组分指数，是在对全国香蕉主产区、主销区、主要港口开

展监测的基础上，经科学方法计算得到。

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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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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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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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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价格。每日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基期为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基点设为 1000 点。采集上海港、大连港两大港口，涵盖菲

律宾香蕉、南美香蕉、越南香蕉，涉及 A4/5/6、A/7/8/9、

ACL、B4/5/6、B/7/8/9 和 BCL 六种品级规格的箱装进口香

蕉批发价格。每周进行一次价格数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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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概要

上周（2019.5.13-5.19，下同），新华-中国香蕉产地

价格指数有大幅上涨。海南产区、福建产区、云南产区均

价大幅上涨。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上周，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微幅上

涨；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微幅下跌；新华-进口香

蕉价格指数微幅上涨。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英国脱欧可能会损害喀麦隆与其的香蕉贸易

 突尼斯贸易办公室宣布恢复香蕉进口

 多米尼加共和国：龙卷风破坏了蒙特克里斯蒂的香蕉种植园

 墨西哥和中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

 厄瓜多尔对欧盟的香蕉出口量下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香蕉最重要的出口地区

 喀麦隆香蕉出口量降至 2019 年 1 月以来最低水平

 柬埔寨：香蕉投资潜力巨大

 哥伦比亚：科尔多瓦 60%的种植园农作物受干旱影响

国内产业新闻

 西南地区香蕉供应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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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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地香蕉价格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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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11.69 点，较 5月 10 日上涨 13.53 点，涨幅为 13.78%;较

基期上涨 11.69 点，涨幅为 11.69 %。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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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0 点、

81.01 点、257.14 点、161.72 点。

上周（2019.5.13-5.17），海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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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0.26%。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37.61%。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8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7.77%。海南产区、福建产区、云南

产区均价较前一周上涨。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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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区皇帝蕉价格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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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1316.75 点，较 5 月 10 日上涨 6.90 点，涨幅为

0.53%;较基期上涨 316.75 点，涨幅为 31.67%。上周海南皇

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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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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1160.52 点，较 5 月 10 日下跌 12.05 点，跌幅为 1.03%;较

基期上涨 160.52 点，涨幅为 16.05%。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1204.69 点，较 5 月

10 日上涨 32.13 点，涨幅为 2.74%，较基期上涨 204.69 点，

涨幅为 20.47%；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1204.69 点，较 5月 10

日上涨 32.13 点，涨幅为 2.74%，较基期上涨 204.69 点，

涨幅为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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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0.34%；皇帝蕉二等品成交

均价为 2.93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0.34%。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2.93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0.34%；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2.9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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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香蕉批发价格，天津香蕉批发价格，成都

香蕉批发价格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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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6.64 点，较 5 月 10 日下跌 0.26 点，跌幅为 0.22%，较基

期上涨 16.64 点，涨幅为 1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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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1.08%；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31 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3.23%；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75 元/斤，较前

一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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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香蕉价格微幅上涨

图表 5：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

图片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

2019 年 5 月 14 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991.90

点，较 5月 7 日上涨 9.16 点，涨幅为 0.93%，较基期下跌

8.10 点，跌幅为 0.81%。上周进口香蕉价格指数较前一周微

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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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香蕉盒中发现哥斯达黎加树蛙

在诺丁汉一个盖子上的一盒香蕉中，发现了一只来自哥斯达黎加

的树蛙。周日，尼日斐花园分店的工作人员在距其雨林家园 8500 多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它。

工人们把它命名为劳埃德，告诉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它当时正

坐在香蕉上面，他们把水果卸到架子上。劳埃德现在是一个专门研究

异国动物的兽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官员海利·戴说，超市的工

作人员“似乎很喜欢它”。

她补充说：“它在诺丁汉郡的一家超市里露面时一定也很震惊，

因为它通常习惯于热带气候。”

资料来源:bbc.com

发布日期:5/16/2019

英国脱欧可能会损害喀麦隆与其的香蕉贸易

该报的轶事突出了脱欧后香蕉产业可能面临的问题。由于在进入

市场时采用最惠国关税或普惠制，市场偏好受到侵蚀，该行业在出口

方面将受到严重惩罚。

该报解释说，如果喀麦隆和英国在脱欧事件中没有经济伙伴关系

协议，“喀麦隆对英国的香蕉出口将减少 43%”。

同样，报纸指出，这对喀麦隆的代价很大，因为香蕉对总数的影

响达 36%。同样，对于整个香蕉行业，由于出口的 13%通常只留给英

国，损失也很高。

香蕉占喀麦隆出口的 99.85%。它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领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nottinghamshire-48273770


12

先的香蕉生产国。每年向欧盟出口 30 万吨香蕉。

资料来源:cameroon-info.net

发布日期:5/16/2019

突尼斯贸易办公室宣布恢复香蕉进口

在突尼斯，贸易办公室已经决定在 19 年的时间之后恢复香蕉进

口。

董事会的基层工会已经宣布将提供“合理的价格”。因此，香蕉

将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起供应，价格为 3.9 第纳尔/公斤。

应当指出的是，在 2018 年《金融法》中，一公斤香蕉的关税从

0.5 第纳尔增加到 0.6 第纳尔。此后，物价继续上涨，分别达到 6.5

第纳尔和 7第纳尔。

资料来源:businessnews.com

发布日期:5/16/2019

多米尼加共和国：龙卷风破坏了蒙特克里斯蒂的香蕉种植园

星期天下午，多米尼加蒙特克里斯蒂省的香蕉种植园受到龙卷风

和冰雹的影响。这一天气事件还影响了瓜玉斌镇的各个家庭和健康中

心，该地区大部分地区断电。

虽然龙卷风的猛烈袭击对树木和水果造成了大量的损害，但仍没

有从经济上确定对香蕉生产造成的损害。

该地区以前曾受旱灾影响，这意味着农民到目前为止已经遭受第

二次损失。

资料来源:listindiario.com

http://cameroon-info.net/
https://www.handelsblatt.com/
https://listindiario.com/la-republica/2019/05/13/565250/tornado-afecta-plantacion-de-bananos-viviendas-y-centro-de-atencion-primaria-en-montecristi


13

发布日期:5/15/2019

墨西哥和中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

墨西哥香蕉出口到中国的协议及其植物检疫议定书是在农业和

农村发展部长维克多·维拉洛波斯访问北京期间签署的。这项新的贸

易协定将惠及恰帕斯、塔巴斯科和维拉克鲁斯，这些州是全国香蕉产

量最大的州。

秘书维拉洛博斯·阿拉姆布拉指示，国家卫生、食品安全和质量

服务局立即开始传播香蕉生产商之间的协议，以便他们能够利用新的

市场。

迄今为止，墨西哥在 16 个州生产香蕉。恰帕斯集中了全国 30%

的生产；塔巴斯科 26.9%和维拉克鲁斯 9.3%。据估计，香蕉年产量为

2,229,519 吨，相当于约 7,000 万比索。

在签署协议的框架内，还讨论了可能签署高粱植物检疫协议以供

未来向中国出口。事实上，中国官员计划于 5 月 20 日进行一次工作

访问，以签署该产品的商业协议。

资料来源:elfinanciero.com.mx

发布日期:5/15/2019

厄瓜多尔对欧盟的香蕉出口量下跌

由于南美其他国家，特别是危地马拉的竞争，从厄瓜多尔到欧盟

的香蕉销量正在下降。

2019 年的出口数据显示：根据香蕉市场和出口协会的最新报告，

今年第一季度，香蕉对欧盟的出口比上一季度同期下降了 15.45%。欧

盟与其他中美洲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允许竞争对手将香蕉盒的价格

比厄瓜多尔低 0.50 美元，因此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正

https://www.elfinanciero.com.mx/economia/platano-mexicano-tiene-luz-verde-para-iniciar-exportaciones-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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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厄瓜多尔从美国和欧盟的市场上撤走，而美国和欧盟的市场为其

水果支付了更高的价格。

因此，大部分厄瓜多尔生产的香蕉被送往新兴市场，这些新兴市

场通过现货合同（短期）和交易波谷期购买香蕉。东亚在厄瓜多尔香

蕉的新市场中脱颖而出，因为与 2018 年同期相比，该目的地的香蕉

出口在第一季度增长了 59.91%。与此同时，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长了

5.38%。

香蕉法

香蕉和大蕉的种植对厄瓜多尔的经济非常重要，以至于政府通过

一项名为《香蕉法》的法案将其制度化，该法案规定了香蕉、大蕉、

奥拉多和其他麝香类的生产。根据生产者协会的说明，这项建议的某

些方面损害了出口和生产部门，例如禁止扩大水果的播种。”厄瓜多

尔应该允许控制种植面积，因为危地马拉已经赢得了美国这个国家非

常重要的市场份额，”该部门的人士说。

生产商代表建议政府改进商业法规，以提高香蕉产量。

此外，与巴西就厄瓜多尔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限制水果进入该

国的主张进行了会谈，预计将在六个月内解决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eltelegrafo.com.ec

发布日期:5/15/2019

法国敦刻尔克：在香蕉中发现 500 公斤可卡因

预算部长杰拉尔德·达曼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法国当局上个月

在北部的敦刻尔克港查获了半吨价值约 4000 万欧元（4490 万美元）

的可卡因。

据路透社报道，4月 29 日，在一艘载有香蕉的集装箱船上发现了

这些毒品，这艘集装箱船是从南美国家苏里南发货。声明还说，法国

检察官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https://www.eltelegrafo.com.ec/noticias/economia/4/ventas-banano-ecuador-bajan-union-euro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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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04222/french-find-500-kgs-of-co

caine-in-bananas-at-dunkirk/

发布日期:5/15/201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香蕉最重要的出口地区

卢克·海莱布克在一条微博中提到了粮农组织关于全球食品市场

的半年报告，报告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香蕉出

口地区，以及四大热带水果芒果、菠萝、鳄梨和木瓜的重要产区。因

此在全球水果供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地，为热带产品的种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农

业气候条件，是全球第二大香蕉和热带水果生产国，仅次于亚洲。按

以下顺序，该地区生产和交易最多的水果是香蕉、菠萝、芒果、鳄梨

和木瓜。

平均而言，全球香蕉和主要热带水果总产量的约 25%来自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2016 年至 2018 年的年产量约为 5400 万吨。

该地区的香蕉和主要热带水果的年人均总消费量为 55 千克，也

是全球这些水果的主要消费国之一。

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供应商的香蕉和主要热带水

果出口占世界出口的 75%，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期间的年平均总产

量为 2500 万吨。其中，估计 80%的产品销往发达国家市场，主要是美

国和欧盟。据估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香蕉和主要热带水果的

总出口总值约为 1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03949/latin-america-and-caribbe

an-are-most-important-exporting-region-for-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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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5/14/2019

喀麦隆香蕉出口量降至 2019 年 1 月以来最低水平

喀麦隆水果协会统计，今年 4月喀麦隆共出口了 13,381 吨香蕉，

是今年以来最低水平。具体来说，法国马赛水果公司的本地子公司的

运输量超过 12,427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424 吨，而博哈种植

园的运输量为 954 吨，比去年增加了 82 吨。

2019 年 4 月的总产量下降了 6500 吨；自 2018 年 9 月以来，国有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于该公司英语区种植园的危机而暂停了发货，造

成了产量的大幅下降。

该公司估计周转资金需求为 19 亿。该单位拥有 22,000 名员工，

是国家雇员数第二大的公司，雇员数量仅次于公共行政部门。

资料来源:businessincameroon.com

发布日期:5/14/2019

柬埔寨：香蕉投资潜力巨大

龙美特农业公司董事洪拉克对其公司最近在贡布省推出的香蕉

包装设施后对柬埔寨香蕉投资前景非常乐观。这一设施将帮助 120 吨

香蕉出口到中国市场。

龙美特农业成立于 2017 年底，是一家合资企业，投资于中国、

香港、柬埔寨等一批成功的香蕉种植园公司。集团在香蕉种植方面拥

有 20 年的经验。股份所有权在合资企业中划分。柬埔寨方面负责业

务运营，而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负责供应链中的技术问题。简单地说，

他们监督播种、有机施肥、种植、保持种植床清洁和收割管理。

去年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的位于贡布省查克区 1000 公顷土地

上的投资。资本投资约 3200 万美元。龙马农业在 400 多公顷的土地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agro-industry/1305-9119-cameroon-banana-export-slid-to-13-381-tons-in-april-lowest-volume-since-j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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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植黄香蕉，到目前为止，种植园已经运营了 15 个月。今年，他

们预计将向中国市场输送 22 万吨新鲜香蕉，到 2020 年，将达到每年

3.3 万吨。

大约 120 吨新鲜香蕉，相当于 6个集装箱，已在贡布省的包装厂

包装，并于 5月 11 日装上船，准备运往中国。到达目的地大约需要

10 天，即：中国的大连、上海和深圳。运到市场的香蕉将经过西哈努

克自治港和金边自治港。如果西哈努克港繁忙，它将通过金边港。

今年第一季度，龙美特农业向中国市场试销了一批香蕉。大约有

100 个集装箱被发送，以解决市场问题和运输方面的挑战。今天，香

蕉被正式认定为柬埔寨制造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到中国。此外，这

些香蕉因其高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而受到认可。香蕉籽被称为“超级

麝香”或“卡文迪什”，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其味道在世界各地得

到广泛认可。

资料来源:khmertimeskh.com

发布日期:5/14/2019

哥伦比亚：科尔多瓦 60%的种植园农作物受干旱影响

哥伦比亚科尔多瓦省的极端干旱天气对种植园作物造成了毁灭

性影响，60%的种植园遭到破坏。事实上，据科尔多瓦香蕉生产链的

消息来源，15000 公顷的土地受到缺水的影响，而今年的种植面积为

25000 公顷。

该地区国家一级作物的重要性很高，占全国种植园作物的 10%。

此外，哥伦比亚这一地区约有 15 万个家庭依赖这种作物。

生产商要求国家政府提供援助，以处理其损失，如信贷援助、付

款延迟以及新技术的实施，如使用高效微生物、有机肥料和生物屏障

来恢复受影响地区。

资料来源:larazón.co

https://www.khmertimeskh.com/50603150/banana-investment-shows-high-potential-in-cambodia/
https://larazon.co/temas-del-dia/al-menos-15-mil-hectareas-de-platano-afectadas-por-la-sequia-en-cord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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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5/13/2019

 国内产业新闻

西南地区香蕉供应量减少

西南地区产区香蕉价格上周基本稳定，但部分地区有所上涨。云

南生产区优质香蕉价格约为 2.7～3.3 元（0.39～0.44 美元）。老挝优

质香蕉的价格约为每公斤 3.8-4.8 元人民币（0.55-0.70 美元）。缅甸

优质香蕉的价格约为每公斤 2.8-3.6 元人民币（0.41-0.52 美元）。在

某些地区，优质香蕉的价格甚至更高。海南香蕉价格连续几天呈下降

趋势，但目前稳定。

云南河口、锦屏、元阳、文山、临沧等产区优质香蕉供应量下降。

西双版纳的高峰供应期也已结束。业内人士还表示，缅甸密支那生产

区和老挝生产区的香蕉供应也在减少。到访的贸易商急于补充库存，

但供应减少，因此价格上涨。湛江和海南香蕉产区的供应量正在增长。

香蕉生产中心将在未来几周内转移。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5/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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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4.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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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17 - 1.69 1.57 1.23 -

2019/4/19 - 1.69 1.57 1.23 -

2019/4/22 - 1.66 1.48 1.3 -

2019/4/24 - 1.64 1.47 1.3 -

2019/4/26 - 1.56 1.42 1.03 -

2019/4/29 - 1.54 1.21 1 -

2019/5/6 - 1.62 1.37 1.03 -

2019/5/8 - 1.64 1.41 1.3 -

2019/5/10 - 1.61 1.49 1.3 -

2019/5/13 - 1.78 1.62 1.5 -

2019/5/15 - 1.78 1.67 1.7 -

2019/5/17 - 1.81 1.74 1.8 -

2019.4.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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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17 1.68 1.68 1.68 1.68

2019/4/19 2 1.9 2 1.9

2019/4/22 2 2 2 2

2019/4/24 2 2 2 2

2019/4/26 2 2 2 2

2019/4/29 2.2 2.3 2.2 2.3

2019/5/6 3 3 3 3

2019/5/8 2.89 2.89 2.89 2.89

2019/5/10 2.92 2.92 2.92 2.92

2019/5/13 2.9 2.9 2.9 2.9

2019/5/15 3 3 3 3

2019/5/17 2.89 3 2.8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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