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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伦晚 夏有夏橙

秋有九月红 冬有纽荷尔

中国脐橙之乡-湖北省秭归县

全球率先实现“一年四季有鲜橙”的脐橙产区

新华·宜昌

系列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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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简介

作为全国首批命名的“中国脐橙之乡”，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近年来依托独特资源禀赋，充分发掘厚重橘文化，严格质量安

全标准，注重产业融合发展，现已形成了秭归脐橙“四季鲜橙、

生态绿色”的产业发展名片，脐橙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黄金产业”。

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秭归县产量最大的六个优质脐橙品种

分别是纽荷尔、伦晚、罗伯逊、九月红、夏橙和红肉。截至 2020

年，秭归脐橙产品已销往全国 32 个省市及美国、欧盟、中东、

东南亚等 148 个国家和地区。

指数简介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湖北

省秭归县委县政府共同编制发布。该系列价格指数围绕脐橙产业

零售、收购、批发三个环节编制，包含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

价格指数、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指数、新华（中国）

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三支子指数，旨在精准刻画脐橙产业各环

节的价格变化趋势，为政府监管、贸易决策提供价值参考。

其中，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选取秭归县主要电

商企业为样本点，以秭归县主产的九月红、纽荷尔、罗伯逊、红

肉、伦晚、夏橙六个主流品种 60-70mm、70-80mm、80mm 以上果



径果为代表规格品，以 2017 年 11 月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新

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指数选取秭归产区为样本区域，

以秭归县主产的九月红、纽荷尔、罗伯逊、红肉、伦晚、夏橙六

个主流品种 60mm 以上果径果为代表规格品，以 2018 年 12 月为

基期，基点 1000 点；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选取

我国重点批发市场为样本点，以纽荷尔、红肉、伦晚、夏橙四个

主流品种70-80mm果径果为代表规格品，以2019年 12月为基期，

基点 1000 点。

周度概要

据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数据显示，本期（7

月 13 日-7 月 19 日，下同）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

指数环比下跌 0.30%，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环比

下跌 1.34%，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3%。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走势

图 1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

产地收购方面，本期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指数

报 894.46 点，环比下跌 0.30%，同比下跌 18.15%；各监测点收

购总量环比延续下跌趋势，跌幅 15.59%。

具体品种方面，夏橙走货放缓，截至 7 月 15 日，秭归夏橙

已售 2 万余吨，占夏橙总量 41.86%，销售均价环比下跌 4.39%；

伦晚脐橙价格环比上涨 22.46%。

秭归县柑橘协会副秘书长胡志刚表示，“伦晚这个月底就要

下市了，现在基本就少量果农树上有伦晚，好货不多，市场上正

在抢夺最后的货源，果农惜售，所以最近价格上涨了一点。”

为减少梅雨对柑橘产业的影响，秭归县果茶发展中心建议广

大柑农要利用雨后天晴的时机，及时补充叶面肥、清沟排渍、中

耕松土，待露水干后捡拾落果，喷洒保护性杀菌剂防治砂皮病和

炭疽病。同时，要算好经济账,抢抓时机全力做好夏橙销售，避

http://www.baidu.com/link?url=h65ldKef6UtMfh3vpT_ErpNey8f5HZ-YiKmyoJWE1SdobaBdWR2_WEK1wZ373dWh


免更大损失。

电商零售方面，因连续降雨天气影响鲜果采摘发货、时令水

果集中上市抢占市场份额、脐橙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本期

秭归脐橙电商渠道销量环比下跌 26.77%，电商销售均价环比下

跌 1.34%。截至 7 月 19 日，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

报 1153.10 点，环比下跌 1.34%，同比上涨 7.87%。

销地批发方面，本期监测的国内八大重点批发市场脐橙售价

环比总体上涨。截至 7 月 19 日，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发价

格指数报 807.56 点，环比上涨 1.73%，同比下跌 13.19%。

总体来看，现阶段国产甜橙供应进一步减少，进口甜橙量价

齐升，进口甜橙所占国内甜橙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带动全国脐橙

销地批发价格微幅上涨。

产地价格与交易量走势

图 2 秭归脐橙产地收购均价与监测点交易量

表 1 秭归脐橙产地收购均价（单位：元/公斤）

脐橙品种 伦晚 夏橙

产地收购均价 3.70 3.53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截至 7 月 19 日,秭归伦晚脐橙产地收购均价报 3.70 元/公

斤，环比上涨 0.68 元/公斤，涨幅 22.46%。

截至 7 月 19 日,秭归夏橙产地收购均价报 3.53 元/公斤，环

比下跌 0.16 元/公斤，跌幅 4.39%；同比下跌 0.81 元/公斤，跌

幅 18.67%。

电商零售及销地批发价格走势

图 3 秭归脐橙电商零售均价与监测点交易量

表 2 秭归脐橙电商销售均价（单位：元/公斤）

脐橙果径 夏橙

60-70mm 7.08

70-80mm 8.74

80mm 以上 8.85

均价 8.52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截至 7 月 19 日,秭归夏橙电商销售均价报 8.52 元/公斤，环

比下跌 0.12 元/公斤，跌幅 1.34%；同比上涨 0.62 元/公斤，涨

幅 7.87%。

图 4 重点批发市场脐橙价格走势

表 3 重点批发市场脐橙销售均价（单位：元/公斤）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7 月 19 日，全国八大重点批发市场脐橙销地批发加权

均价环比上涨。其中，成都雨润农产品批发市场、沈阳八家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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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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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

兴水果

批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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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

农副产

品批发

中心市

场

7月 19 日 5.73 5.68 4.40 5.20 5.48 5.02 5.60 6.46

7 月 12 日 5.73 5.24 4 5.20 5.98 5.06 5.80 5.70

7 月 5 日 5.24 5.76 5.00 5.20 6.26 5.16 5.10 6.30

http://www.baidu.com/link?url=h65ldKef6UtMfh3vpT_ErpNey8f5HZ-YiKmyoJWE1SdobaBdWR2_WEK1wZ373dWh


果批发市场、浙江嘉兴水果批发市场脐橙销售均价环比下跌。



附录 1：全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新华指数

据农业农村部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9 日,全国脐橙

销地批发周度均价报 8.75 元/公斤，环比下跌 0.07 元/公斤，跌

幅 0.79%；同比上涨 1.25 元/公斤，涨幅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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