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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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末微幅上涨。

福建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大幅上涨、广西产区均价较前一周

微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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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

周大幅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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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产业新闻摘要2

国际产业新闻

 菲律宾要求日本取消香蕉进口关税

 印度西部地区香蕉产业蓬勃发展，逐步取代传统农产品甘蔗的地位

 多米尼加政府抑制香蕉价格上涨

 受国际市场影响，洪都拉斯香蕉价格下跌 14%

 对果蔬产业做出贡献的 42 名杰出人才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希望停止拆除生物安全区

 台风“海比”登录使中国市场香蕉销售量增加

 飓风袭击了哥伦比亚海岸线上 300 公顷的香蕉种植园

国内产业新闻

 近期香蕉市场波动不大

 香蕉产区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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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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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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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新华-中国香蕉产地价格指数报

104.47 点，较 10 月 11 日上涨 0.18 点，涨幅为 0.18%;较基

期上涨 4.47 点，涨幅为 4.47%。上周末中国香蕉产地价格

指数较前一周末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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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5 点、114.66 点、

52.16 点、107.14 点、164.06 点。

上周（2019.10.14-10.20），福建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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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14.41%。广西产区统货均价约为 1.66

元/斤，较前一周上涨 0.85%。福建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大幅

上涨、广西产区均价较前一周微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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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新华-中国（海南）皇帝蕉产地价

格指数报 601.66 点，较 10 月 11 日下跌 179.43 点，跌幅

22.97%;较基期下跌 398.34 点，跌幅为 39.83%。上周末海

南皇帝蕉产地价格指数较前一周末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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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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海南省皇帝蕉一等品价格指数报

562.19 点，较 10 月 11 日下跌 160.63 点，跌幅 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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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3 点，较 10 月

11 日下跌 160.63 点，跌幅 23.53%;较基期下跌 477.97 点，

跌幅为 47.80%；三等品价格指数报 481.88 点，较 10 月 11

日下跌 160.63 点，跌幅 25.00%;较基期下跌 518.12 点，跌

幅为 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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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3.51%；皇帝蕉二等品成

交均价为 1.50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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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产地皇帝蕉一等品成交价均价为 1.60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3.51%；皇帝蕉二等品成交均价为

1.50 元/斤，较前一周下跌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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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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新华-香蕉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02.54 点，较 10 月 11 日下跌 1.58 点，跌幅为 1.52%，较

基期上涨 2.54 点，涨幅为 2.54%。上周末香蕉销地批发价

格指数较前一周末有小幅下跌。

从采集点来看，上周北京销地批发均价为 2.05 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12.71%；天津销地批发均价为 2.38 元/斤，

较前一周下跌 4.05%；成都销地批发均价为 2.58 元/斤，较

前一周下跌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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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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日，新华-进口香蕉价格指数报 859.83

点，较 10 月 8 日上涨 28.42 点，涨幅为 3.42%，较基期下

跌 140.17 点，跌幅为 14.02%。上周进口香蕉价格指数较前

一周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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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产业新闻详情

 国际产业新闻

菲律宾要求日本取消香蕉进口关税

马尼拉再次呼吁东京取消对菲律宾香蕉的进口关税。菲律宾政府

一直在努力保持其在日本水果市场的市场份额。在去年 10 月 16 日的

双边会议上农业大臣威廉·达尔提出取消对菲律宾香蕉的进口关税的

要求。

达尔说：“我想请你支持菲律宾香蕉在日本实行零关税的优惠税

率，目前关税是在冬季征收 18%，在夏季征收 8%。”

美国农业部表示，日本是菲律宾香蕉税率高的国家之一。事实上，

在 2018 年中国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香蕉出口国之前，日本一直是菲律

宾香蕉的最大出口国。

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 7月，菲律宾向日本出口卡文迪什

香蕉 78.8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增长 54.27%。

资料来源：businessmirror.com.ph

发布日期：10/18/2019

印度西部地区香蕉产业蓬勃发展，逐步取代传统农产品甘蔗的地位

现在，香蕉种植园的分布打破了传统的农场模式，这些农场几百

年来一直是以种植甘蔗作物为主。

“没有什么比利润更能激励农民的种植了。很快，整个地区的香

蕉种植面积将超过甘蔗。”

目前，正在密拉特、穆扎法尔纳加尔、斯哈姆利和比杰诺尔的 250

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19/10/18/phl-asks-japan-cut-tariff-on-banana-export-to-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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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顷农田上种植香蕉。农业大学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培育出一种特

殊的无病香蕉品种大蕉的多个幼苗。它比传统的生长方法花费更少的

时间。该大学还鼓励农民种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水果，这种水果“产

量比甘蔗高出一倍以上”。

“马哈拉施特拉邦几十年来一直是该国香蕉生产的领头羊。后来，

一些东部地区如马哈拉杰加恩杰、卢克诺和西塔普尔也出现了大规模

种植园。甘蔗仍然是西部地区农民的主要种植作物。现在，香蕉正在

进入该地区，”森加说。在森加的监督下，该项目正在持续推进。

资料来源：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发布日期：10/17/2019

多米尼加政府抑制香蕉价格上涨

鉴于多米尼加共和国香蕉价格上涨已达到 30 比索，引起了公众

的恐慌情绪。农业部通知说，它将通过国家价格稳定研究所直接从种

植户手中购买香蕉，以稳定社区的香蕉价格。

这已经不是香蕉第一次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了，由于香蕉价格高涨，

引起了各方的投诉。前一段时间，因物价上涨太多，政府授权进口以

稳定物价。

在一份新闻声明中，贝尼特斯部长说，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以维持

稳定的价格。他还说，在上次与生产商的会晤中，生产商提出以每台

12 比索的价格出售该产品，这将使民众从中受益。

然而，考虑到产品到达消费者餐桌前的中间环节，如果生产商以

12 比索的价格出售香蕉，消费者最终会以更高的价格获得香蕉。如果

消费者在多米尼克物价稳定协会购买产品，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

买。

据这位部长说，香蕉短缺的根源是天气干旱，特别是在没有运河

灌溉系统的慈宝市中心。此外，今年还有三次龙卷风袭击了该地区。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meerut/more-profitable-bananas-making-inroads-in-sugarcane-ruled-western-up-farms/articleshow/71620287.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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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ww.elcaribe.com.do

发布日期：10/16/2019

受国际市场影响，洪都拉斯香蕉价格下跌 14%

根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BCH）的一份报告，2019 年前 7个月，

洪都拉斯香蕉出口量下降 3,440 万美元，累计 2.792 亿美元。

受国际市场香蕉价格变动影响，洪都拉斯香蕉价格下跌 14%。根

据发货报告，美国主要市场的出口量增长了 3.6%。

香蕉仍然是洪都拉斯第二大创汇产品，仅次于咖啡（1月至 7月

为 8.023 亿美元）和棕榈油，今年前 7个月收入 1.481 亿美元。

尽管遭遇了这一打击，香蕉种植者仍在努力实现 2018 年创造外

汇收入超过 5.319 亿美元的目标。

资料来源：latribuna.hn

发布日期：10/16/2019

对果蔬产业做出贡献的 42 名杰出人才

“当我们回顾这周时，贝弗兰克香蕉公司非常自豪。我们与三个

不同的批发商范·阿勒，威廉·迪克和普托玛度过了三个激动人心的

夜晚。富兰克林·吉纳斯说：“与荷兰的蔬菜和水果专家分享我们的

使命，并将其转化为具体步骤，不仅令人兴奋，而且给了我们很多能

量。”

“BEFRANK 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对人类和环境 100%可持续。毫不

妥协，完全透明。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使命是建立在

现有经验的基础上。果蔬专家自己应该感到他们可以有所作为。富兰

克林说：“贝弗兰克分担了自己的使命，并不是因为必须这样做，纯

粹是因为英雄们也想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

https://www.elcaribe.com.do/2019/10/15/agricultura-busca-frenar-alarmante-alza-del-platano/
https://www.latribuna.hn/2019/10/15/los-bajos-precios-tambien-afectan-al-sector-bana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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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公斤多支付 2美分

“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法律要求，还有大约一半的员工没有社

会保险。这是为什么？原因是受贫困的影响。但当更多的人加入到香

蕉计划中，我们就能一起做很多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排斥，而

是邀请所有人加入的原因。如果整个连锁店都能过上好的生活会有多

好？富兰克林热情地说：“我们能够一起应对严峻的挑战，比如塑料、

水消耗、宜居收入、社会保险、土地使用和加班，以确保每个人都能

快乐地吃香蕉。”一切皆有可能，之前我们谈论的太多了，现在我们

将通过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

“我们将在 2020 年初开始测试。一月份我们的第一批香蕉将从

厄瓜多尔运来。令人兴奋，因为这是它真正开始的时候，”富兰克林

说。我们欢迎所有公司加入 befrank 香蕉革命测试商店。

资料来源：

https://www.freshplaza.com/article/9152749/first-42-fruit-a

nd-vegetable-heroes-pick-befrank/

发布日期：10/15/2019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希望停止拆除生物安全区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对达沃省政府要拆除香蕉种植

园中防治枯萎病的生物安全设施的政策表示反对。据菲律宾香蕉种植

者和出口商协会报告，这可能会损害该国数十亿美元的出口产品。

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呼吁政府

用“冷静的头脑”干预它所描述的“当地政客的胁迫，他们可能不知

道自己的行为对该国农业出口创收产生的影响”。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执行董事斯蒂芬·安提戈说：“北

达沃省政府热心清除所有道路障碍物，可能会无意中帮助摧毁为其选

民提供服务而提供巨额税收的行业。”

菲律宾香蕉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指的是据称由北达沃州州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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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希上周下令的道路清理行动，它的目标是塔贡农业生产公司管理的

种植园。塔德科濒临灭绝的生物安全设施，防止巴拿马病或镰刀菌枯

萎病在达沃监狱和劳改农场保护区内 5308 公顷香蕉种植园的蔓延。

资料来源：businessmirror.com.ph

发布日期：10/15/2019

台风“海比”登录使中国市场香蕉销售量增加

上周，各香蕉产区的香蕉价格出现波动——价格先小幅上涨，再

小幅下降。上半年，生产地区的市场情况有所好转。一些主产区价格

稳定适中。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产品很难销售。贸易商带回市场的成熟香蕉

销售情况不佳，因此下半年订单减少，香蕉价格小幅下跌。

据悉，销售速度与气温密切相关。生产地区和市场的温度仍然很

高，这对销售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昨天下午登陆日本的台风“海比”

预计将使中国北部和南部（后期）的气温下降。这可能会加快香蕉销

售速度，缓解香蕉生产地区的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nfncb.cn

发布日期：10/15/2019

飓风袭击了哥伦比亚海岸线上 300 公顷的香蕉种植园

袭击哥伦比亚科尔多瓦省的飓风摧毁了尼加拉瓜、科尔帕斯-阿

里巴、科尔帕斯-阿巴乔、努埃瓦-埃斯特雷拉、阿尔托-米拉、蒂纳

斯-阿里巴和蒂纳斯-阿巴乔等沿海城镇约 300 公顷的香蕉作物，给香

蕉种植者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强风还肆虐了圣贝纳多·德尔维恩托市的阿尔托·米拉尔、巴塞

罗那、巴巴多斯、罗萨里奥别墅和拉克鲁斯。

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19/10/15/banana-growers-seek-halt-to-demolition-of-biosecurity-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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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区域在上一个季度收到旱灾（旱季持续了约 6个月，造

成约 1万公顷车前草香蕉死亡）的影响。

其他受气候现象影响的香蕉生产城市有：洛里卡、洛斯科尔多瓦、

埃斯孔迪多港、蒙特拉和卡纳莱特。

与此同时，普里西马市城市周边的比亚多河河水泛滥，约 800 人

受此影响。

另外，圣贝纳多-德尔维恩托市的帕索-纽沃约有 20 个家庭也受

到降雨量增加的影响。

资料来源：rcnradio.com

发布日期：10/14/2019

 国内新闻：

近期香蕉市场波动不大

最近香蕉市场一直很稳定。前段时间广西香蕉价格下跌，但最近

价格又上涨了。受气温影响，今天南宁、天东、龙州等地物价稳定。

广东湛江已进入淡季，阳江、佛山、惠州等地房价略有上涨，但仍保

持稳定。

云南勐腊、河口、文山等地价格稳定。受近期降雨影响，元阳和

玉溪的价格略有下降趋势。受广西影响，老挝价格稳定，略有上升，

但波动不大。

资料来源：nfncb.cn

发布日期：10/18/2019

https://www.rcnradio.com/colombia/caribe/vendaval-arrasa-cultivos-de-platano-en-cord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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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产区价格稳定

近期香蕉产区价格稳中略有下降。云南和广东的价格相对稳定，

但在广西和老挝等生产地区有所下降，但并不显著。生产地区和市场

的气温仍然相当高，这对销售有一定的影响。据报道，即将来临的热

带风暴“海比”预计将在近期使中国各地气温下降。当这种情况发生

时，销售可能会加快，从而缓解生产地区的发货情况。

云南物价相对稳定，没有明显波动。目前，云南各地区发货量较

小，且大部分货物分散。一些生长中心供应充足，价格适中。老挝的

价格略有下降，但幅度不大。目前，好货源的价格在 3元/公斤以上，

而中高档产品的价格在 3元左右。

资料来源：nfncb.cn

发布日期：1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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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香蕉均价表

2019.9.1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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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18 1.99 1.48 - 0.93 1.75

2019/9/20 1.80 1.48 - 0.93 1.75

2019/9/23 1.71 - - 0.80 -

2019/9/25 1.61 - - 0.80 -

2019/9/27 1.53 - - 0.80 -

2019/10/9 1.67 - - 0.60 -

2019/10/11 1.62 - - 0.57 -

2019/10/14 1.65 - - 0.75 -

2019/10/16 1.67 - - 0.75 -

2019/10/18 1.64 - - 0.75 -

2019.9.1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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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18 1.7 1.6 1.7 1.6

2019/9/20 1.5 1.4 1.5 1.4

2019/9/23 1.5 1.4 1.5 1.4

2019/9/25 1.6 1.5 1.6 1.5

2019/9/27 1.6 1.5 1.6 1.5

2019/10/9 1.9 1.8 1.9 1.8

2019/10/11 1.8 1.7 1.8 1.7

2019/10/14 1.9 1.8 1.9 1.8

2019/10/16 1.5 1.4 1.5 1.4

2019/10/18 1.4 1.3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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