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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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末，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微幅下跌。海南

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微幅上涨。福建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小幅

上涨。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上周末，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小幅

下跌，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小幅下跌，新华-进口

香蕉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香蕉抗黑叶斑病的保质期

 中国仍然是菲律宾香蕉的最大买家

 关于援助金丝雀香蕉运输

 圣卢西亚：香蕉运到法国市场试销售

 欧盟未能执行尼加拉瓜香蕉进口稳定协定

 中国：消费者从国外购买的香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因气候变化新西兰将成为适于种植香蕉的国家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香蕉进口量创历史纪录

 各产区香蕉价格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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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4

 新华-香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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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94.97 点，较 6 月 21 日下跌 0.53 点，跌幅为 0.56%;较基期

下跌 5.03 点，跌幅为 5.03 %。上周末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

数较前一周末微幅下跌。

其中广西产区指数、海南产区指数、云南产区指数、福



5

建产区指数、广东产区指数分别报 74.91 点、129.44 点、

55.04 点、104.76 点、161.72 点。

上周（2019.6.24-6.28），海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8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0.67%。云南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18

元/斤，较前一周持平。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0.76 元/斤，

较前一周上涨 3.03%。海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微幅上涨。云

南产区均价较前一周持平。福建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小幅上涨。

其余产区走量较少，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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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

图 2：新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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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628.01 点，较 6月 21 日下跌 22.43 点，跌幅为

3.45%;较基期下跌 371.99 点，跌幅为 37.20%。上周末海南

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末有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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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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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562.19 点，较 6月 21 日下跌 20.08 点，跌幅为 3.45%;较基

期下跌 437.81 点，跌幅为 43.78%。

海南省皇帝蕉二等品价格指数报 562.19 点，较 6 月 21

日下跌 20.08 点，跌幅为 3.45%;较基期下跌 437.81 点，跌

幅为 43.78%；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562.19 点，较 6月 21 日

下跌 20.08 点，跌幅为 3.45%;较基期下跌 437.81 点，跌幅

为 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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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3.53%；皇帝蕉二等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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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为 1.50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5.88%。

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1.47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3.53%；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1.50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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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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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7.38 点，较 6 月 21 日下跌 1.36 点，跌幅为 1.15%，较基

期上涨 17.38 点，涨幅为 17.38%。上周末香蕉销地批发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末小幅下跌。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2.60 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6.76%；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54 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0.45%；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74 元/斤，较前

一周上涨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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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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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810.79

点，较 6月 18 日下跌 56.93 点，跌幅为 6.56%，较基期下

跌 189.21 点，跌幅为 18.92%。上周进口香蕉价格指数较前

一周较小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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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香蕉抗黑叶斑病的保质期

黑叶病，又称黑叶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香蕉叶病，因为

它会降低香蕉产量（38%）和香蕉的储存时长（40%）。控制这种疾病

需要每周使用杀菌剂，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一些国

家，这些国家生产的香蕉占国际贸易总额的 80%以上。这些频繁的处

理导致抗真菌菌株的快速进化，从而导致疾病控制失败。

西奥联邦大学与巴西福塔莱萨热带农业大学对热带品种、维托利

亚品种、普拉蒂纳品种和抗 BLSD 基因型的质量进行了评估。考核因

素包括果皮重量、果肉重量、可溶性固形物、总糖、淀粉、总叶绿素

和总类胡萝卜素的测量。

“香蕉抗黑叶斑病热带品种试验结果最好，包括有 22 天的高保

质期，其次是香蕉抗黑叶斑病维托利亚品种（13 天）。香蕉抗黑叶斑

病表现排在最后（11 天）。香蕉抗黑叶斑病热带品种也呈现出最高的

成熟期储存时长，包括成熟结束时良好的收获质量，如可溶性固体

（25.5°）、总糖（13.7 g/100 g）和淀粉（1.3 g/100 g）-科学家

解释-结果表明，香蕉抗黑叶斑病热带具有更长的保质期（27 天）。可

用于出口和自然消费。由于保质期短，香蕉抗黑叶斑病维托利亚品种

和香蕉抗黑叶斑病普拉蒂纳品种更适合香蕉加工业”。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1172/shelf-life-and-quality-of

-black-sigatoka-resistant-bananas/

发布日期:6/27/2019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1172/shelf-life-and-quality-of-black-sigatoka-resistant-bananas/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1172/shelf-life-and-quality-of-black-sigatoka-resistant-ban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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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是菲律宾香蕉的最大买家

在 2019 年第二季度，中国增加了菲律宾香蕉的进口量，中国的

水果订单翻了一番，截至 4月底的总出货量增加了 80%，达到 144.5

万吨。

菲律宾统计局（PSA）的初步数据显示，1-4 月期间，该国的出口

总额比去年的 800,598.136 吨扩大了 645,333.179 吨。

《商业镜》对 PSA 数据的分析显示，出口总额从去年同期的

36,493 万美元增长到 65,501.9 万美元，增长了近 80%。

中国引领所有外国买家，采购量从去年的 265,836.157 吨翻了一

番，达到 531,971.282 吨。中国市场的总出货量为 22,914.4 万美元，

比去年的 12,029.3 万美元高出 90.5%。在 2018 年日本连续 30 年作为

菲律宾热带水果最大进口国的地位被中国取代，中国现在是该国香蕉

的最大市场。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正在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因为中国经

济其不断增长和拥有庞大的人口优势。

菲律宾一些主要市场已经饱和

分析人士还指出，菲律宾一些主要香蕉市场已经饱和，迫使出口

商寻找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目的地”。“13 亿人绝对不会出错。“中国

的经济在这些年里飞速发展，”皮利皮诺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

（PBGEA）执行理事斯蒂芬·安提格说。“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迟早会将超越日本成为我们的高级香蕉最大的市场。”

中国海关的数据向国际贸易中心（ITC）披露了菲律宾香蕉运往

中国市场的香蕉进口量，但 ITC 和 PSA 的数据存在差异。

这是因为来自 ITC 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向中国的香蕉出货量低于

359,223.36 吨。这一数量比去年同期购买的 280,829.715 吨高出近

28%。

来自 PSA 的数据显示，日本，现在是该国香蕉的第二大买家，其

对热带水果的购买量增加了 90.45%，达到 441,929.866 吨。货物价值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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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9 万美元。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1212/china-is-still-top-buyer-

of-philippine-bananas/

发布日期:6/27/2019

关于援助金丝雀香蕉运输

本周一，西班牙发展部发布了从加那利群岛运输香蕉的援助呼吁。

分配给这个项目的预算总额为 1000 万欧元，预算将在年底前全部转

移。

自官方公布之日起，申请人将有 15 天的时间申请此项援助。他

们说，这些资金将用于减轻出口商额外的航运成本。

这项援助在 2018 年首次获得欧洲委员会批准。

资料来源：eldiario.es

发布日期:6/26/2019

圣卢西亚：香蕉运到法国市场试销售

上周开始了圣卢西亚香蕉运到法国市场试销售三周。总理艾伦查

斯塔内特在他的官方 Facebook 页面上发表了这一声明。据报道，试

销售期间每周将运送一千箱货物，一旦试销售成功，预计每周将运送

3000 箱。

圣卢西亚总理回忆说，几周前，他和农业部长约瑟夫率领一个贸

易团与欧洲的战略香蕉伙伴会面。

沙塔内对《圣卢西亚时报》表示：“在我们的行程中，我们能够

https://www.eldiario.es/canariasahora/lapalmaahora/economia/Fomento-convoca-transporte-platano-Canarias_0_913409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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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的市场和机遇，同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圣卢西亚品牌

的香蕉在英国市场上有更大的知名度。”他透露：“这次旅行的另一个

成功是开始向法国市场供应香蕉。”

对他来说，农业部长解释说，虽然政府致力于确保农民更广泛的

市场准入，但农民必须采取措施保持生产的一致性和符合标准，从而

使出口具有竞争力。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0849/saint-lucia-trial-shipmen

t-of-bananas-to-french-market/

发布日期:6/26/2019

欧盟未能执行尼加拉瓜香蕉进口协定

尽管自 3月以来，尼加拉瓜进口香蕉量已超过欧盟规定的全年限

制，欧盟委员会还是同意不对尼加拉瓜进口香蕉实行稳定机制，延长

优惠关税许可证的期限。

为向欧盟增加进口香蕉量消减第三国的关税比例，贸易协定中为

保护社区生产而建立的防御机制自建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应用。

3 月 25 日，尼加拉瓜出口量超过了欧洲香蕉进口的门槛，整个

2019 年的进口量为 14500 吨；然而，根据 1月和 2月欧盟市场的发展

情况，委员会的评估表明，由于尼加拉瓜的香蕉进口量小，因此不会

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尼加拉瓜进口香蕉的价格比该品种的平均价格低 26%，这意

味着尽管产量很低，但它们还是有助于降低香蕉的价格。

欧洲联盟将 2019 年 1 月和 2月作为进口影响的参考期，而不是

尼加拉瓜超过为其设定的进口限制后的一段时间；即自 4月以来，欧

洲香蕉形势开始出现严重恶化。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0849/saint-lucia-trial-shipment-of-bananas-to-french-market/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0849/saint-lucia-trial-shipment-of-bananas-to-french-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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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生产商协会总裁多明戈·马丁表示：“欧盟委员会再次拒绝

将国际协议中规定的措施作为保护和稳定共同体香蕉部门防御的机

制，这对该部门产生了很大影响。”令人担忧的是，根据 1 月和 2 月

的数据，在不限制超过准入门槛的情况下，欧盟香蕉生产受到负面影

响并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市场危机。”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0061/eu-fails-to-implement-sta

bilization-agreement-on-banana-imports-from-nicaragua/

发布日期:6/25/2019

中国：消费者从国外购买的香蕉创新高

中国消费者从国外购买香蕉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为

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健康意识使香蕉的普及率提高。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5月份香蕉进口量创纪录，飙升至 227,199

吨。这有助于将水果和坚果的总出货量提高到 72 万吨，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近 8倍。

受有限的农田和被称为巴拿马病的破坏性香蕉真菌的限制，中国

从东南亚和南美进口的香蕉增加。随着中国收入的增加和饮食的日益

普及，包括在冰沙和香蕉片的普及，人们对香蕉的需求日益上升。

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香蕉进口国。中国在 2018

年从东南亚国家采购了超过东南亚国家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同时也扩

大了来自墨西哥和柬埔寨等其他生产国的供应。海关数据显示，中国

在 2018 年购买了 154 万吨香蕉，比一年前增长了 50%。

上个月，中国新鲜水果价格达到历史新高，引起了人们对加速通

胀的担忧。随着当地价格的上涨，4月份水果和坚果的进口量飙升至

创纪录水平。

野村控股公司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鹿亭表示，随着供应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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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这种势头可能在夏季消退。据财星国际网站的一篇文章称，进

口可能成为影响国内价格走势的最大因素。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20182/china-consumers-buying-mo

re-bananas-from-abroad-than-ever-before/

发布日期:6/25/2019

因气候变化新西兰将成为适于种植香蕉的国家

新西兰园艺首席执行官迈克·查普曼称，香蕉可能会成为这个国

家的主要农作物。他补充说，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是种植者和农民面

临的首要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机会。

查普曼和其他人一起开始全面审视计划，分析哪些作物可能不适

于气候变化，哪些作物可能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下茁壮成长。”新西兰

可能真的有机会适用于香蕉种植，为新西兰和世界种植香蕉，作为一

种优质产品。有巨大的潜力。”

首席执行官克伦萨·约翰斯顿说，如何适应环境变化的问题是他

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过去的 10 年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制定我

们的代际计划——泰白塔惠蒂计划，这一计划有望持续 500 年。我们

必须尽可能地适应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以确保为我们后代服务创造

适宜的生存环境。”

约翰斯顿女士说，像秘鲁这样的国家已经在改变他们的作物，并

且随着冰川的退缩和土壤的变暖，在不同的海拔地区种植不同的作物。

她最近与当地的土著社区进行了文化交流，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种

折磨地球的疾病。

“我们去看他们是因为想了解他们是如何研究社区中的影响，以

及他们的应对措施。这对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和一个社区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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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每年 600 亿美元的产业

新西兰园艺业的年净资产约为 600 亿美元。迈克·查普曼说，在

这个国家 1600 万公顷的耕地中，农作物占了大约 12 万公顷。他说，

气候变化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土地利用问题，他希望政府能领导这场

对话。

新西兰园艺正在研究一项提案，寻求资助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项

目，该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工具来绘制最适合特定作物的区域。

“你无法获得一个权威和强大的评估，你可以用你的土地做什么。

它延伸到目前可能不用于园艺的土地上。”

资料来源：rnz.co.nz

发布日期:6/24/2019

国内产业新闻

中国：香蕉进口量创历史纪录

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报道，由于中国居民健康意识和中产阶

级的不断增长，香蕉在中国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中国消费者购买进口

香蕉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仅在 5月份，进口到中国的香蕉就达到

了创纪录的 227,199 吨。官方数据还显示，中国 2018 年进口香蕉 154

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50%。

由于有限的农田和毁灭性的香蕉疾病，中国越来越依赖东南亚和

南美的香蕉供应。中国对香蕉的需求也受到人口收入增加和饮食中香

蕉消费量越来越高的影响。

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香蕉进口市场，购买了

超过 2/3 的出口香蕉。中国也在扩大来自其他香蕉种植国（如墨西哥

和柬埔寨）的供应。上个月，本地水果的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推动中

国水果和坚果的总进口量快速增加。

https://www.rnz.co.nz/news/national/392787/will-climate-change-bring-banana-crops-t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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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anguo Fengyunhui

发布日期:6/28/2019

各产区香蕉价格保持稳定

上周，国内外各产区的香蕉价格普遍保持稳定。海南等地方生产

区产品价格小幅上涨，整体表现相对稳定。目前，主要航运区域包括

海南、老挝、广东和广东。海南和老挝的优质香蕉价格 4.0 元/公斤

以上，云南和缅甸的香蕉价格不高，上涨空间有限。据业内人士分析，

海南地区产量旺季可能在下月中旬结束，届时代理商将逐渐转向广西

供应。

目前香蕉消费与西瓜、哈密瓜、桃子、葡萄等水果竞争，运量有

限。根据国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发布的数据，香蕉批发市

场的整体交易量已下滑至水果类的第八位，仅次于黑美人西瓜、香瓜、

葡萄、桃子、麒麟西瓜和富士苹果。然而，总的来说，目前香蕉的出

货量还没有达到每年的峰值水平，因此香蕉的有限消费并没有对原产

地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资料来源：Agricultural Finance Network Banana Expert

发布日期:6/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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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6.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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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3 - 1.67 1.36 1.1 -

2019/6/5 - 1.67 1.23 1.2 -

2019/6/10 - 1.66 1.20 0.93 -

2019/6/12 - 1.68 1.13 0.93 -

2019/6/14 - 1.64 1.19 0.83 -

2019/6/17 - 1.60 1.18 0.8 -

2019/6/19 - 1.70 1.18 0.8 -

2019/6/21 - 1.70 1.18 0.6 -

2019/6/24 - 1.68 1.18 0.77 -

2019/6/26 - 1.68 1.18 0.77 -

2019/6/28 - 1.67 1.18 0.73 -

2019.6.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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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3 1.67 1.67 1.67 1.67

2019/6/5 1.65 1.65 1.65 1.65

2019/6/10 1.5 1.5 1.5 1.5

2019/6/12 1.345 1.345 1.345 1.345

2019/6/14 1.4 1.4 1.4 1.4

2019/6/17 1.45 1.45 1.45 1.45

2019/6/19 1.35 1.35 1.35 1.35

2019/6/21 1.45 1.45 1.45 1.45

2019/6/24 1.5 1.6 1.5 1.6

2019/6/26 1.5 1.5 1.5 1.5

2019/6/28 1.4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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