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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逻辑

新季苹果套袋收尾阶段，随着数据的逐步明朗，向下修复前期

减产幅度逐步得到市场认可，但由于各家的样本选择不同，对于修

正幅度仍有 5-10%的偏差，对应的今年苹果产量预估在 3200-3600

万吨不等，由此带来的开秤价预期决定着期货市场区间波动的上下

限。以我们本周我们再次到河南产区常规回访为例，从长期跟踪的

果农最后套袋数据看 25%左右的幅度较为合理。库存苹果目前仍未

见起色，产地和销区两个市场均呈现典型的淡季特征即价格偏弱成

交一般，早熟苹果和梨有零星上市，目前看价格较去年有较大提高，

进去 7 月份富士苹果进入膨大期，早熟嘎啦美八藤木等接连上市，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价格走势。期货上目前仍没有较强的现货驱动来

推动盘面，我们目前仍维持近期的区间震荡观点不变，以低位做多

高位平仓为主要参与思路。

操作建议

10合约区间振荡，8700-9300 区间高抛低吸为主。

 风险因素

库存苹果和早熟苹果价格超预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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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推荐

策略 逻辑

10合约区间振荡，
8700-9300 高抛低
吸为主。

新季苹果套袋收尾阶段，随着数据的逐步明朗，向下修复前期减产幅度
逐步得到市场认可，但由于各家的样本选择不同，对于修正幅度仍有
5-10%的偏差，对应的今年苹果产量预估在 3200-3600 万吨不等，由此带
来的开秤价预期决定着期货市场区间波动的上下限。以我们本周我们再
次到河南产区常规回访为例，从长期跟踪的果农最后套袋数据看 25%左
右的幅度较为合理。库存苹果目前仍未见起色，产地和销区两个市场均
呈现典型的淡季特征即价格偏弱成交一般，早熟苹果和梨有零星上市，
目前看价格较去年有较大提高，进去 7 月份富士苹果进入膨大期，早熟
嘎啦美八藤木等接连上市，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价格走势。期货上目前仍
没有较强的现货驱动来推动盘面，我们目前仍维持近期的区间震荡观点
不变，以低位做多高位平仓为主要参与思路。

风险：库存苹果和早熟苹果价格超预期下滑

二、市场回顾

图 1： 苹果期货主力合约 AP210 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财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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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苹果期货 AP210 合约低开跌破 8700 关键点位之后一路增仓快速上涨，冲至本周高点后再次
减仓下行，至周五收盘跌 83 至 8714，成交和持仓均有所增加；持仓结构上前 20 名由上周的净
空继续减少至 3537 手。

三、基本面情况分析

3.1 现货价格
图 2：洛川 70 以上富士苹果市场成交价 图 3：栖霞 80 一二级条红市场成交价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财期货

本周苹果产地行情延续淡季行情，价格偏弱运行，好货价格尚有些许支撑，一般货源继续偏弱，
预计这种情况要持续到 6 月底或 7 月上旬，成交也不快，即便是性价比不错的货源仍有走低迹
象。卓创数据显示，目前栖霞地区 80#以上客商货 4.3-4.7；洛川 75 起步客商货 4.5-4.7，较
上周稳定。

产地市场成交较为清淡，暂无明显好转迹象。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早熟苹果藤木一号小批量上市，
以山西运城产区早熟藤木苹果上市交易，多数为电商采购，60#起步价格在 2.00 元/斤左右，
高于去年同期。

图 4：富士苹果全国平均及广州市场批发价（日） 图 5：富士苹果全国全国平均批发价（周）

图 6：常见几种水果批发平均价 图 7：农业部重点监测的水果价格及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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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中财期货

终端市场上，全国富士苹果批发均价高位连续三周小幅回落，本周均价为 8.04 元，较上周
的 8.14 回落幅度有所扩大。高频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25 号，农业农村部富士苹果批发均价 8.41
元，较上周五同期的 8.18 则有较为明显回升，主要是周初几天苹果批发均价回落较大，周后
期有所回升。

据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 24 号为 7.08 元/公斤，走低趋势明显。水果中
除梨菠萝有所继续提升外，其他水果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西瓜上周的 3.84 回落到 3.63，此轮
回调从 4 月中旬的 7.95 一路下跌，跌幅超过一半。

应季水果依旧充斥着水果市场，以江南市场为例，菠萝蜜、黄皮番石榴梨和西瓜等均有 8%
以上的降幅，不过近期广东荔枝下来，产量受到小年及天气因素影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目
前价格较去年翻倍。早熟的梨也有少量上市，价格较往年有所提高。
3.2 现货库存及去库情况
图 9：全国苹果库存总量 图 10：全国苹果周去库量

图 11：批发市场富士苹果成交量（周） 图 12：全国苹果周去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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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农业农村部、中财期货

苹果库存上，据统计，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3 日全国冷库目前存储量约为 184.77 万吨，本周
全国冷库出库量约为 13.07 万吨，冷库去库存率约为 79.72%。本周冷库出库环比上周增加 1.27
万吨，单周出库略优于上周，但未明显增加，出货速度远不及去年同期。
农业农村部批发市场富士苹果交易量本月目前共成交 63654.33 吨，虽然本月还有 4 个交易日，
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 116001 吨和上个月的 99259 吨。

四、天气、伐树、坐果等现象对新季苹果的影响

图 13： 全国苹果产量 图 14：苹果生长周期

图 15：近 30 天全国降水距平百分比率 图 16：农业干旱综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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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卓创资讯、wind、中国天气网、中财期货

本周仍处于套袋收尾阶段，部分大基地还在继续，大部分低于已经结束。6 月份的套袋数据
也接近尾声，本周我们也赶赴河南产区进行常规走访，前期跟踪的区域从最后套袋数据验证前
期高温落果减产的事实，也看到坡地套袋正常的园子，整体苹果下来河南地区减产幅度较去年
在 25%左右。由于本周一些较强降水，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其他产区从中国天气网数据显
示，苹果产区降水较往年偏少，但近期的降水也都有所缓解。

7 月份进去果实膨大期，我们实地走访发现摘除套袋后看果面较去年有较大改善，后期雨水
改善后，持续关注苹果膨大期的涨势情况，以及早熟苹果的上市走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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