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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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8 月 23 日，下同）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

指数环比上涨 4.91%，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环比

下跌 0.03%，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环比环比上

涨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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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为畅通夏橙销售，秭归县果茶发展中心推出秭归夏橙

免费乘渡出三峡政策，对渡运柑橘重车实行免费通行，最大程度

降低秭归九畹溪大桥的封闭维修和龙潭河特大桥的限时通行带

来的影响。此外，为推进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秭归县启动涉农

企业进规进限专项行动，组建工作专班深入企业进行实地指导，

同时还出台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等政策

文件，提振了果农和企业的信心。本期秭归夏橙产地收购价格环

比止跌转涨、产地出货量大幅增加，电商零售价格环比跌幅收窄。

产地收购价格方面，截 8 月 23 日，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

地收购价格指数报708.43点，环比上涨4.91%，同比下跌44.90%。

各监测点脐橙收购量环比上涨 12.93%，产地收购均价环比上涨

4.91%。

电商零售方面，截至 8 月 23 日，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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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指数报 1093.70 点，环比下跌 0.03%，同比下跌 20.05%。各

监测点秭归脐橙电商渠道销量环比下跌 8.22%，电商销售均价环

比下跌 0.03%。

据秭归县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8 月 19 日，全县

已销售晚熟柑橘 17.32 万吨，占 2020 年晚熟柑橘总量 19.43 万

吨（红肉脐橙 3.8 万吨、伦晚脐橙 10.85 万吨、夏橙 4.78 万吨）

的 89.13%,其中夏橙已销售 28210 吨，占夏橙总量的 59.01%。

销地批发方面，截至 8 月 23 日，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

发价格指数报 712.36 点，环比上涨 3.71%，同比下跌 27.75%。

新华指数分析师表示，今年夏季水果的主要产区生产形势较

好，销地批发市场水果品类丰富，近期全国水果市场供大于求，

本期批发市场脐橙销售均价环比虽然小幅上涨，但近期总体仍然

呈波动下行走势。随着云南玉溪、浙江温州、广西崇左、江西赣

州等地的特早熟、早熟柑橘及南半球进口柑橘供应不断增加，预

计后期柑橘类水果价格将继续呈波动下行走势。建议广大柑农们

抢抓时机全力做好夏橙销售，以免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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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截至 8 月 23 日,秭归夏橙产地收购均价报 2.81 元/公斤，环

比上涨 0.13 元/公斤，涨幅 4.91%；同比下跌 2.29 元/公斤，跌

幅 44.90%。

脐橙品种 夏橙

产地收购均价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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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截至 8 月 23 日,秭归夏橙电商销售均价报 8.08 元/公斤，环

比持平；同比下跌 2.02 元/公斤，跌幅 20.03%。

脐橙果径 夏橙

60-70mm 6.70

70-80mm 8.28

80mm 以上 8.40

均价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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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3 日，全国重点批发市场脐橙销地批发加权均价

环比小幅上涨。

日期

北京新

发地农

副产品

批发市

场中心

郑州万

邦农产

品批发

市场

湖南（长

沙）红星

水果批

发市场

西安雨

润水果

批发市

场

成都雨

润产品

批发市

场

沈阳八

家子水

果批发

市场

浙江嘉

兴水果

批发市

场

汕头市

农副产

品批发

中心市

场

8月 23 日 5.40 3.40 4.10 - 4.50 5.60 4.80 4.40

8 月 16 日 5.20 3.60 3.40 - 4.30 5.60 4.60 4.00

8 月 9 日 5.40 4.00 5.00 - 4.50 5.10 4.80 5.40

8 月 2 日 5.20 3.90 4.60 - 4.60 5.00 4.70 5.00

7 月 26 日 5.20 4.00 4.00 - 4.40 - 5.4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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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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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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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3 日,全国脐橙

销地批发周度均价报 8.71 元/公斤，环比下跌 0.13 元/公斤，跌

幅 1.47%；同比上涨 0.54 元/公斤，涨幅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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