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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发展投资调研

研究报告》介绍了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了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的现状、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玉米种植与

加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玉米种植与加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2017年世界玉米种植和市场运营情况概述 　　第一节2017年世界玉米产业运行总况 　

　　　一、全球玉米市场进入高价时代 　　　　二、世界玉米种植与分布 　　　　三、全球

玉米产量与消费情况分析 　　　　四、玉米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五、世界玉米价格走

势分析 　　第二节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玉米种植状况分析 　　　　一、美国玉米种植状况分

析 　　　　二、德国玉米种植状况分析 　　　　三、巴西玉米种植状况分析 　　　　四、墨

西哥玉米种植状况分析 　　第三节2017年世界和中国玉米种植比较分析 　　　　一、玉米种

植产量分析 　　　　二、生产的资本投入分析 　　　　三、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分析 　　

　　四、玉米种植技术应用分析 　　　　 第二章2017年中国玉米种植与深加工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2017年中国玉米种植与深加工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析 　　　　三、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四、城

乡居民收入分析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七、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2017年中国粮食政策环境分析 　　　　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二、《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三、《粮食现代物

流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四、《粮食现代物流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节2017年

中国玉米及深加工技术环境分析 　　　　一、先进的种植技术分析 　　　　二、病虫害防预

技术分析 　　　　三、玉米深加工技术分析 　　第四节2017年中国玉米及深加工社会环境分

析 　　　　一、人们注重健康均衡的饮食方式 　　　　二、居民消费观念 　　　　三、中西

方的饮食文化渗透和融合 　　　　 第三章2017年中国玉米种植产区分布情况 　　第一节2017

年中国玉米主产区概况 　　　　一、玉米主产区域分布 　　　　二、中国玉米种植面积 　　

第二节 北方春播玉米区 　　　　一、种植面积 　　　　二、重点省份分布 　　　　三、玉

米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 　　第三节 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 　　　　一、种植面积 　　　　

二、重点省份分布 　　　　三、玉米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 　　第四节 西南山地玉米区 　　

　　一、种植面积 　　　　二、重点省份分布 　　　　三、玉米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 　　第



五节 南方丘陵玉米区 　　　　一、种植面积 　　　　二、重点省份分布 　　　　三、玉米

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 　　第六节 西北灌溉玉米区 　　　　一、种植面积 　　　　二、重点

省份分布 　　　　三、玉米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 　　第七节 青藏高原玉米区 　　　　一、

种植面积 　　　　二、重点省份分布 　　　　三、玉米市场供需及价格分析 　　　　 第四

章 2015-2018年中国玉米生产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5-2018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

增减 　　　　一、2015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二、2017年全国玉米播种面

积和产量增减 　　　　三、2017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四、2018年全国玉

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五、同比分析 　　第二节 2015-2018年全国杂交玉米播种面

积和产量增减 　　　　一、2015年全国杂交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二、2017年全

国杂交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三、2017年全国杂交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四、2018年全国杂交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增减 　　　　五、同比分析 　　第三节

2015-2018年全国玉米亩产量 　　　　一、2015年全国玉米亩产量 　　　　二、2017年全国玉

米亩产量 　　　　三、2017年全国玉米亩产量 　　　　四、2018年全国玉米亩产量 　　　　

五、同比分析 　　　　 第五章2017年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节2017

年中国玉米市场现状分析 　　　　一、国内玉米丰收已成定局 　　　　二、市场供需形势继

续改善 　　　　三、饲养业需求缓慢增长 　　　　四、玉米价格涨幅南弱北强 　　　　五、

临时存储玉米持续拍卖及市场需求较为疲软 　　第二节2017年影响中国玉米开秤价格的因素

分析 　　　　一、陈玉米价格相对较高，对新粮开秤价具有支撑作用 　　　　二、中国通胀

压力使成本提升 　　　　三、后市国家政策调控或将影响国内粮食市场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数据监测 　　　　一、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口数据分析 　

　　　二、2016-2018年中国玉米出口数据分析 　　　　三、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出口平均

单价分析 　　　　四、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六章2017年中

国玉米深加工产品市场运行透析 　　第一节 玉米淀粉 　　　　一、中国玉米淀粉加工工艺 

　　　　二、中国主要省份玉米淀粉产量情况 　　　　三、国内玉米淀粉市场消费情况 　　

　　四、国内玉米淀粉价格分析 　　　　五、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粉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二节 玉米油 　　　　一、世界玉米油产量消费情况 　　　　二、中国玉米油产能与原料供

给 　　　　三、中国玉米油市场销售情况 　　　　四、中国玉米油市场价格走势 　　　　五

、中国玉米油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 　　　　1、初榨的玉米油　　　　2、精制的玉米油　　

　　 第七章2017年中国玉米种植与深加工重点企业运营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 山东西王集

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

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山东寿光巨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

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滨州金汇

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吉林华润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

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黄龙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

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金龙鱼） 　　　　一、企业概

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

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上海融氏企业有限公司 （融氏）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

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金光食品(宁波)有限公司 （大满贯）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海门市合兴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骆驼唛） 　　　　一、企业概况  　　　　二、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章 2018-2023年中

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发展趋势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

发展趋势预测 　　　　一、世界范围内玉米加工业向主产国集中 　　　　二、世界玉米加工

的重心逐渐开始向主产国集中 　　　　三、主产国的玉米消费量将不断增加 　　　　四、加

工重心的变化将导致玉米贸易竞争更加激烈 　　　　五、中国玉米加工业向主产区转移 　　

　　六、中国玉米产业发展的重心正在由销区向产区转移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玉米种

植与加工业市场趋势预测分析 　　　　一、玉米价格将以稳中略有小幅波动为主 　　　　二

、玉米产量尚存巨大增产潜力 　　　　三、中国玉米种植规模及产量预测 　　　　四、中国

玉米深加工业产品行业现状分析 　　　　五、玉米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九章

2018-2023年中国玉米种植与加工行业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玉米种植

与深加工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以玉米为生产原料的冰醋酸等生化产品的研发取得

新的突破 　　　　二、玉米食品、玉米饮料正在成为时尚消费的新宠 　　　　三、玉米进口

国面临冲击，主产国迎来难得发展机遇 　　　　四、美国、巴西等国家乙醇扩产领跑着玉米



加工业 　　　　五、中粮、华润等大型企业在产区的投资不断增加 　　第二节 2018-2023年

中国玉米投资前景分析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经营风险 　　　　

三、气候自然灾害风险 　　　　四、其它风险 　　　　 第十章 2018-2023年中国玉米种植与

加工产业投资前景 　　第一节 提高内涵  　　　　一、提高玉米生产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三、改造中低产田，提高高产农田比例 　　　　四、种植

结构调整和机械化生产 　　第二节 扩大外延方面 　　　　一、农业技术走出去战略，发展周

边国家玉米生产 　　　　二、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方式。  图表目录： 图表：2008-2018年

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7年中国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图 图表：2008-2017年中

国CPI、PPI月度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08-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0-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增长对比图 图表：2008-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8-2018年我国社会固定投

资额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图 图表：2008-2018年我国财政收

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图表：2017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照表 

图表：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图表：2017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走势

图 图表：2001-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中国外汇储备及增速变化图 图

表：2008-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8-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中国就业人

数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1978-201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

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1978-2017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7年人口数

量及其构成  图表：1978-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2008-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

玉米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出口

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进口国

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

粉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粉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

粉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粉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

粉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玉米淀粉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6-2018

年中国玉米淀粉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出口数量

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

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

：2016-2018年中国初榨的玉米油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精制的玉米油进



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精制的玉米油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精制的

玉米油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精制的玉米油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

国精制的玉米油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精制的玉米油进口国家及地区分

析 图表：2016-2018年中国精制的玉米油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主

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

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负

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

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寿光巨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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