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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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0-5.26，下同），新华-中国香蕉产地

价格指数有大幅下跌。海南产区、云南产区均价小幅下跌，

福建产区均价大幅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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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

跌；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微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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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有机香蕉出口量微幅减少 

 香蕉工业大会评出了澳大利亚最好的香蕉种植者 

 香蕉食品的开发前景广阔 

 国际香蕉大会将围绕镰刀菌群问题展开讨论 

 澳大利亚香蕉大会在黄金海岸开幕 

 菲律宾种植户希望降低出口日本的香蕉关税 

 肯尼亚：基西香蕉农场主希望加快工厂建设 

 曾就职于奇吉塔的富兰克林·金尼斯想在香蕉市场上掀起一场革命 

 巴拉圭香蕉生产者威胁搭建路障，除非香蕉能进入学校的学生餐桌 

 利德尔超市只销售公平贸易香蕉的计划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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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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古迪亚坦的香蕉被狂风吹毁 

 哥伦比亚寻找向中国出口香蕉的机会 

 新西兰将在北岛种植更多香蕉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香蕉市场近期发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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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地香蕉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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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01.07点，较 5月 17日下跌 10.62点，跌幅为 9.51%;较基

期上涨 1.07点，涨幅为 1.07 %。上周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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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0 点、

72.87点、171.43点、161.7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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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2019.5.20-5.26），海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72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3.81%。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27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24%。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3元

/斤，较前一周下跌 2.99%。海南产区、福建产区、云南产

区均价较前一周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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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4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807.44点，较 5月 17日下跌 509.31点，跌幅为

38.68%;较基期下跌 192.56点，跌幅为 19.26%。上周海南

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有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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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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4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722.81点，较 5月 17日下跌 437.70点，跌幅为 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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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81点，较 5月 17

日下跌 481.88点，跌幅为 40.00%，较基期下跌 277.19点，

跌幅为 27.72%；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722.81点，较 5月 17

日下跌 481.88点，跌幅为 40.00%，较基期下跌 277.19点，

跌幅为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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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4.89%；皇帝蕉二等品成

交均价为 2.08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4.89%。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2.08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4.89%；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2.08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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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香蕉批发价格微幅下跌，天津香蕉批发价

格小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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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7.68点，较 5月 17日上涨 1.05点，涨幅为 0.90%，较基

期上涨 17.68点，涨幅为 1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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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0.35%；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38元/斤，较

前一周上涨 3.25%；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68元/斤，较前

一周下跌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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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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1002.06

点，较 5月 14日上涨 1.97点，涨幅为 0.20%，较基期上涨

2.06点，涨幅为 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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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有机香蕉出口略有下降 

3月份有机香蕉出口利润为 42,259,359美元，比 2018年同期下

降 2%。这些数据由农业数据秘鲁网站在其最新报告中公布。 

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荷兰，占总出口的 29%，美国（21%）、巴拿

马（15%）、比利时（10%）、德国（8%）和韩国（7%）。 

主要出口国是阿布巴萨农业合作社，其次是克雷科蒂约、普拉纳

特、洛杉矶农业公司小型有机生产商协会和瓦勒德尔有机香蕉小型生

产商协会。 

农业数据秘鲁报告还详细介绍了有机香蕉出口价格的演变。2019

年第一季度，香蕉价格下跌了 4%，平均每公斤香蕉价格为 0.69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 0.72 美元。价格下降是由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中

美洲国家的香蕉产量增加造成的。 

哥伦比亚首次向中国市场销售这种水果，中国市场有 13 亿潜在

客户。 

在皮拉，有机香蕉的平均产量面临两个挑战：国际价格和生产力。

普拉平均每公顷产量为 1,800 箱，有 16,600公顷用于种植这种作物，

其中 9,000 箱是有机作物，而中美洲每公顷产量超过 2,500箱。 

BCR显示，香蕉出口从 2007 年的 2,600万美元增长到 2018年的

1.66亿美元，年增长率为 18%。 

资料来源:eltiempo.pe  

发布日期:5/24/2019 

 

https://eltiempo.pe/banano-exportaciones-suman-mas-de-us42-m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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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工业大会评出了澳大利亚最好的香蕉种植者 

2019 年澳大利亚香蕉工业大会在黄金海岸成功召开。 

水果广场公司作为业界公认的耀眼的明星出席了会议，五个人获

得了一个奖项，这是对香蕉行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的奖项。 

2019 年荣誉获得者：彼得·莫勒纳、斯蒂芬和加文·麦凯、伊恩·利

德尔和莱斯·布伦纳哈塞特 

国会主席保罗因德比津说：“今晚获得荣誉奖的五个人代表了我

们这个行业的一些最优秀的人——他们具有创新精神，愿意分享想

法，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我祝贺他们收到这一确认，并期待

着与他们合作到未来。” 

它结束了为期三天的活动，有 200多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甚至

来在遥远的厄瓜多尔。会议的关键信息包括：能够适应变化、处理和

种植热带 4 号病毒，以及未来出口澳大利亚香蕉的潜在可能性。 

下一届香蕉大会将于 2021 年举行。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08141/banana-industry-

recognises-some-of-its-best-australian-growers-as-congress-

wraps-up/ 

发布日期:5/24/2019 

 

香蕉食品的开发前景广阔 

香蕉，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它们在 100 多个国家生产。虽然

它们已经是自然包装的，而且是一种方便的小吃，但黄色水果正在成

为加工和包装食品中的一种流行食品。尽管有被所谓的超级食品掩盖

的威胁，香蕉仍然是家庭主食，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 27 磅。它

们还为零食和健康食品增加了风味、质地和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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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素食主义者、严格素食主义者，植物性食品都在上升。2017

年销售额 3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1%。虽然香蕉可能还不是肉类替

代品，但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香蕉作为一种乳制品替代冷冻甜点。 

香蕉产业的机遇 

考虑到香蕉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水果作物之一——经济价值排名

第五——它们作为一种原料的使用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是这样，它通

常占产品的 30%以下。香蕉很少以其营养价值而闻名，它实际上是维

生素、纤维和抗氧化剂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它是保健食品的一种很

好的添加剂或基础。 

金尼尔说：“除了一些关键成分和一些科学知识外，耶罗水果的

香蕉还有助于使我们的冷冻甜点像冰淇淋一样乳脂。”香蕉是牛奶的

完美替代品，冷冻时不会像坚果或椰奶那样变白或变干。” 

在包装食品中使用香蕉也是减少食物浪费的一个机会。高达 40%

的香蕉不能在农场以外种植，因为它们的大小或颜色不合适。例如，

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每年就有超过 10 万吨的香蕉被浪费掉。所谓

的丑陋或不完美的香蕉并不能被出口到杂货店，但这对香蕉食品来说

并不重要。 

资料来源:grocerydive.com 

发布日期:5/24/2019 

 

国际香蕉大会将围绕镰刀菌群问题展开讨论 

枯萎病菌热带真菌构成了香蕉种植的全球威胁。它的传播性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化学或生物方法来消除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发

现的枯萎病菌热带真菌。 

国际香蕉大会将于 5月 28 日至 31日在迈阿密举行，由哥斯达黎

加国家香蕉公司组织，将介绍镰刀菌属的科学进展，并分析问题以寻

求解决办法。 

https://www.grocerydive.com/news/bananas-are-the-next-big-thing-in-packaged-foods/55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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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世纪 50年代，这种真菌在中美洲摧毁了数千公顷的水果，

镰刀菌群被认为是香蕉业的主要敌人，而今天它的第四种族对世界构

成了威胁。 

香蕉是世界上约 4亿人饮食中的主食，也是许多生产国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寻找替代品和开发新的香蕉品种可以发挥卓越的作

用。 

广泛讨论如何排除、控制和打击枯萎病菌是将在国际香蕉大会上

讨论的主题轴的一部分，国际香蕉大会是香蕉行业最重要的活动之

一。 

“科学界和植物检疫当局的努力集中在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病原

体进入美国，并寻求解决办法来对抗它，”国会信息中心发言人说。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数据，香蕉是世界第

八大粮食作物，也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第四大粮食作物。135个国家生

产香蕉，这些香蕉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据粮农组织称，目前香

蕉的国际出口贸易额超过 100 亿美元。 

在国际香蕉大会上，香蕉行业的代表将就香蕉行业在研究、市场

分析、物流和水果运输方面的最新发现交换意见。 

资料来源:EFE 

发布日期:5/22/2019 

 

澳大利亚香蕉大会在黄金海岸开幕 

今年的澳大利亚香蕉工业大会旨在把重点放在种植户身上，并庆

祝他们在该行业的成就。 

新鲜广场正在参加今天在黄金海岸开始的两年一次的活动。大会

主席和澳大利亚香蕉种植者委员会主任保罗因德比津说，这个想法是

让尽可能多的种植者参加这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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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是一个代表大会，而不是一个会议，这意味着它是种

植者的中心。”主题基于三个词：“适应、成长、繁荣”。这些词试

图勾勒出我们在日常农业经营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对这个

会议很兴奋。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有很多的深度，我们有很多的多样性，

而且它迎合了澳大利亚所有的香蕉种植者。” 

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和西澳

大利亚的主要生产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将听取一系列不同的发

言者的意见，包括市场营销、研究和发展、可持续管理，以及听取其

他生产部门关于其行业面临的挑战的意见。 

“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你宁愿坐在驾驶座上，随时适应变化，”

英德比津先生说。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降低我们业务中的风险。所

以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能更多地了解这些事情。” 

厄瓜多尔的代表团包括厄瓜多尔农业和牲畜部长沙维尔·拉索先

生、厄瓜多尔农业卫生服务局执行主任阿尔梅达·帕特里西奥博士和

厄瓜多尔驻澳大利亚大使胡安·萨拉查先生。 

“很高兴看到我们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兴趣，”英德比津先生说。

在这个国家，我们确实有世界领先的科学家，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该项目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们真正摆脱对信息的渴望，了解我们在热

带 4号黄叶病等方面面临的同样挑战。” 

在 2017/18 年度，96%的澳大利亚家庭购买香蕉，平均每趟购物

消费 875克。在同一时期，供应价值接近 6亿美元。英德比津先生说，

该项目旨在给种植者提供将香蕉业务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所需的工具

和动力。 

“从种植者开始，从农产品开始，从产品开始，”他说。但是，

供应链上的所有人都必须做出色的工作，把我们的产品以最初被接受

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07148/australian-banan

a-congress-begins-on-the-gold-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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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5/22/2019 

 

菲律宾种植者希望降低对日本出口香蕉的关税 

飞利浦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呼吁杜特尔特总统在本月晚些

时候访问日本期间，游说日本降低或取消香蕉的高额关税。杜特尔特

定于 5 月 30 日至 31 日前往日本参加为期两天的第 25 届亚洲未来国

际会议。 

“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讨论减少或完全取消对进入日本的香蕉

征收的关税，”飞利浦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执行董事史蒂芬·安

吉周二表示。“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对他们的产品享受零关税，而我

们不享受零关税，我们就不会在日本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他说，日本在夏季对菲律宾香蕉征收 8%的关税，在冬季最高征收

18%的关税。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不能弥补由于高关税而损失的市场，

香蕉产业将“遭受甚至可能崩溃”。 

资料来源:mindanews.com 

发布日期:5/22/2019 

 

肯尼亚：基西香蕉农场主希望加快工厂建设 

基西县的农民敦促县政府加快建设由欧盟资助的 1.1亿先令（97.5万欧元）

香蕉加工厂。农场主们说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农产品以一次性的价格卖给了中间

商，而工厂将以此作为缓冲。 

该县在 2017 年获得欧盟 1.1 亿先令的拨款用于工厂的建设，而州长詹姆

斯·翁瓦伊表示，他的政府将为该项目增加 4500万先令（400000欧元）。 

在去年的查谟里日庆祝活动中，翁瓦伊说工厂的建设需要 18个月。但到目

前工厂的建设还没有开始，农民们对这个缓慢的项目感到沮丧。 

https://www.mindanews.com/top-stories/2019/05/growers-want-lower-tariff-on-banana-exports-to-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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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布、达拉贾姆比利、科罗卡市场出售农产品的农民说，他们已经等工

厂很久了。 

“我已经把香蕉运到这个市场很多年了，但我把它们廉价卖给中间商，中

间商随后把它们带到主要城镇，赚取巨大利润，”彼得·奥图克说。他说，这家

工厂不仅将使农民免受中间商剥削，而且还将为失业青年创造就业机会。 

资料来源:the-star.co.ke 

发布日期:5/22/2019 

 

奇吉塔前经理想在香蕉市场上掀起一场革命 

24年来富兰克林·金尼斯在比荷卢、法国、中欧和东欧担任奇吉

塔的经理。去年夏天，他辞掉了一份好工作，开始和他的朋友兰

迪·范·丁特交往。一个新的香蕉品牌，以使世界公平和宜居为目标。

“尽管有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但仍然没有公平的香蕉。这听起来可能

很激进，但站在一旁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我想接受挑战，尽我所能来

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要推销香蕉，关键是要公平分享，透明化运作。” 

富兰克林希望贝弗兰克比公平贸易更进一步。“大多数香蕉都非

常便宜。这表明，不好的工资、气候变化、不健康的工作条件和水资

源消耗的后果并未包含在价格中。因为这些成本还没有在价格中计算

出来，消费者并不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成本不存在。社区经常要

为这些成本买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隐性成本的原因。公平贸

易香蕉推出 30 年后，情况仍然如此。我们的大脑实际上非常懒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购买公平贸易时不再考虑它的原因。当消费者看

到公平贸易的品牌或标志时，他们的大脑就会认为他们正在做一笔好

买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因为公平贸易在过去 30 年里做了很

多好事。很多消费者每天都在购买公平贸易产品，这很好，但消费者

不知道的是，很多产品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证书。”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是透明的，能够洞察隐藏的成本，并以此

为目的启动项目，我们就可以推销一种完全可持续的香蕉。经过大量

计算，我们得出的价格水平为每公斤常规香蕉 2.29 欧元，成熟植物

有机香蕉 2.49 欧元。这将导致供应链中的每个人都获得正确的利润。

https://www.the-star.co.ke/news/2019-05-22-kisii-banana-farmers-want-sh110m-factory-exp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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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会欣赏它，但我们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发布了我们的利润

分配公式。消费者购买香蕉大约需要 9个月的时间。简单地说，有生

产者、出口商、香蕉加工商和超市，他们都必须赚足够的钱才能把食

物放在餐桌上。我们来自贝弗朗克，热爱公平分享，当我们这样做的

时候，我们都能够给生产供应链的农民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供应链的

其余部分也有体面的利润率，”富兰克林解释说。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06237/former-chiquita-manager-w

ants-to-start-a-revolution-on-the-banana-market/ 

发布日期:5/21/2019 

 

巴拉圭：香蕉生产者会威胁设立路障，除非香蕉能成为学生的午

餐 

将香蕉纳入学校零食的立法在生产商中产生了巨大的期望，他们

希望这能增加销量。 

“我们有足够的质量和数量来供应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小吃项

目，”工程师米尔西亚德索萨说，他参加了卡鼓组部门董事会的最后

一届会议。 

但是，根据生产部门的情况，州长和市长没有遵守法规的政治意

愿。”这是一种让我们觉得很糟糕的情况，”索萨说。 

鉴于这种情况，他们计划于 5 月 23 日在该国的三个战略点开始

一项武力措施。 

抗议活动将集中在通往坦比亚波尔的 7号公路、10号公路、瓜耶

比的贝托尼交叉口、阿罗约和科迪勒拉，在那里车辆交通将间歇性关

闭。 

资料来源:ultimahora.com  

https://www.ultimahora.com/cerraran-rutas-incumplimiento-ley-que-incluye-banana-merienda-escolar-n2820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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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5/21/2019 

 

利德尔香蕉的公平贸易计划失败了：“我们没有成功地说服客户” 

利德超市已经放弃了未来只销售公平贸易香蕉的计划。利德超市

上周五宣布，利德超市将从夏季开始，在没有公平贸易认证的情况下，

以起始价格再次提供香蕉。”我们无法说服客户，”利德超市经理詹博

克对尹凡科说。 

利德尔的公平贸易香蕉：“承担责任” 

“公平贸易”标签标识了公平贸易的货物，这些货物是按照特定

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标准制造的。去年秋天，利德超市宣布，未来只

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具有公平贸易认证的香蕉。博克在该倡议中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公司明确承担“对其产品的可持续生产以及生产国改

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责任”。 

由于最初数量不足，新方案逐步被淘汰。最近，在大约 3200 个

利德超市分支机构中，40%的分支机构获得公平贸易认证的香蕉。 

公平交易香蕉每公斤要多花 10 到 20 美分 

未来，利德超市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公平贸易和传统香蕉。这

意味着利德超市正在听取“客户对香蕉在价格进入部分的要求和当前

市场情况，”该公司强调。低成本供应商还没有完全放弃这项任务。

詹博克强调，在未来，利德超市还将解释其店铺中公平贸易的附加价

值。” 

资料来源:InFranken 

发布日期:5/21/2019 

 

印度：古迪亚坦的香蕉被狂风吹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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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迪亚坦及其邻近地区的一千多棵香蕉树在狂风中被毁坏。在整

个维洛尔地区，人们白天都在经历炎热的天气，但由于阵雨的突然来

临，有时还有阵风，一些地区的夜晚比较凉爽。在过去的两天里，圭

亚坦及其邻近的村庄一直在受到间歇性降雨。 

莫迪卡普邦、瓦拉赛、科塔米塔、圣纳古塔、基日科尔拉帕利等

地的降雨量超过 4毫米，并伴有雷雨。因此，几棵准备收割的香蕉树

被连根拔起，农民陷入困境。每棵树上都有 100 多个香蕉果实。 

一些椰子树和芒果树在两天的降雨中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检查

人员不应等待高级官员的命令，而应继续他们的日常工作，即立即评

估损失，以发放必要的赔偿金。 

资料来源:thehindu.com 

发布日期:5/21/2019 

 

哥伦比亚寻找向中国出口香蕉的机会 

农业部长安德烈斯·瓦伦西亚在圣马尔塔马格达莱纳香蕉协会和

阿拉巴马州拉瓜吉拉香蕉协会组织的一次论坛庆祝活动中表示，哥伦

比亚正寻求促进香蕉向中国出口。 

部长说，他们目前正在调整国际协议，以便能够将香蕉运往中国

市场，中国市场每年进口超过 9亿美元的香蕉。 

部长说：“两位中国专家将于 7 月访问中国，在乌拉巴和马格达

莱纳香蕉作物市场工作，巩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并开始向该

国销售水果。” 

此外，部长强调，最近英国与哥伦比亚、秘鲁和厄瓜多尔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保证，如果英国实施脱欧，香蕉出口的方式将与欧盟一

样。 

资料来源:wradio.com.co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tamil-nadu/winds-damage-plantain-trees-at-gudiyatham/article27167028.ece
http://www.wradio.com.co/noticias/regionales/colombia-le-apostara-a-potenciar-la-exportacion-de-banano-a-china-minagricultura/20190516/nota/390378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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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5/20/2019 

 

利德超市取销了只出售公平贸易香蕉的计划 

利德超市取销了未来只销售公平贸易香蕉的计划。利德超市宣

布，从今年夏天开始，利德超市将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未经公平贸

易认证的香蕉。 

利德超市经理詹博克说：“我们无法说服客户”。“公平贸易”标

签标识了公平贸易的货物，这些货物是按照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

标准制造的。 

资料来源:tellerreport.com  

发布日期:5/20/2019 

新西兰：在北岛多种植香蕉 

香蕉，通常与赤道温暖的热带气候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从北

方到吉斯伯恩，富有进取心的园艺家都很喜欢香蕉。它甚至有一天能

帮助新西兰种植足够的香蕉，使其自给自足。 

北国的半热带气候已经证明是一个极好的枢纽，为一群热情和日

益商业化的新西兰集团的热带水果种植者。 

新西兰热带水果种植者协会主席休·罗斯在靠近帕鲁亚湾的一处

40公顷土地上种植热带水果，目前正在种植一个名副其实的热带水果

碗。各种各样的异国水果争夺游客的味蕾——菠萝、香蕉、龙果、木

瓜甚至甘蔗。他将香蕉列为世界上最容易种植的作物，得益于新西兰

与热带地区相比的低病虫害水平，而且一旦温度超过 14 摄氏度，几

乎可以一年四季不停地生产水果。 

随着 17 个品种的增长，消费者对新西兰产的香蕉越来越感兴趣，

这些香蕉在旺加雷农贸市场的售价约为 8美元/公斤。 

罗斯估计，每公顷 1500株植物每年至少能生产 15000公斤香蕉。

https://www.tellerreport.com/news/2019-05-17---retail--lidl-has-to-row-back-at-fairtrade-bananas-.ByQCelLh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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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 2美元/公斤，这也会带来 3万美元/公顷的回报。 

至于有利于香蕉生长的气候，罗斯说，种植者正在因弗卡吉尔生

产香蕉。“诚然，他们是在隧道庇护所下，但在整个北国、丰饶湾和

吉斯伯恩都有种植者，他们都能生产出好的作物。” 

作为一种高效节水、漏斗状的植物，它们不需要太多的灌溉，在

大多数土壤类型上生长良好，并能耐受许多病虫害。 

休·罗斯认为奥克兰附近有太平洋岛民经营的小型香蕉种植园。

他说，在玛塔卡纳和极北之间可以找到很好的种植园。他说，其中一

些农场可能总共有 50-60公顷。 

“如果我们假设他们生产 10公斤/束和 1000 块/公顷，那么总产

量将为 60 万至 70万公斤水果。 

他说：“与新西兰的消费量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量，所有

水果都在当地销售。”“我们在黄加雷农贸市场有四排，每排有 6家香

蕉零售商，他们大多数周六早上 8点前就能卖完所有香蕉。” 

资料来源:ruralnewsgroup.co.nz  

发布日期:5/20/2019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香蕉市场近期发生波动 

上周，中国几个产区的香蕉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价格在本周初

迅速上涨，特别是海南、广东湛江和云南西双版纳。优质香蕉价格超

过每公斤 4 元（0.58美元），部分价格超过每公斤 5元（0.72美元）。

价格在几天内保持高位，但随后市场压力加大，价格开始下跌。首先

在海南价格开始急跌，但广东、云南和老挝紧随其后。香蕉的整体价

格现在是稳定的。 

https://www.ruralnewsgroup.co.nz/rural-news/rural-general-news/northland-is-going-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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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区的香蕉价格上涨得太高，那么市场就不能持续太久。

如果市场价格太低，那么生产区域就会缩小，这会反馈到市场上。因

此，在价格快速上涨之后，很容易出现快速下跌，直到价格稳定。中

国西南地区的香蕉产区正接近产期结束。广西的供应还没有大量进入

市场。海南和广东的总供应量有限。因此，香蕉价格有望保持在相对

较高的水平。 

资料来源:ncw365.com 

发布日期:5/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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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4.2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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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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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5/20 - 1.77 1.64 1.3 - 

2019/5/22 - 1.75 1.67 1.3 - 

2019/5/24 - 1.66 1.57 1.2 - 

2019.4.2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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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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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0 2.2 2.2 2.2 2.2 

2019/5/22 2.23 2.23 2.23 2.23 

2019/5/24 1.8 1.8 1.8 1.8 



 

 

26 

免责声明 

新华指数作为中经社四大战略性重点产品，负责开发、管理和运维新

华社旗下全部指数和指数衍生品，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指数研究、发布、

推广及运营的专业机构。 

本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指数中心与澄迈县政府共同编制并发布。编

制者对本报告取自公开来源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

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 

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

致使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

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中经社与澄迈县政府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

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仅

供参考。 

本报告版权为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共同所有。未经中国经济

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

县政府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中

国经济信息社”和“澄迈县政府”，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

用、删节和修改。若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政府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

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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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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