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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导读】 

1. 安哥拉制定木薯淀粉出口计划，以扩大其木薯产业规

模并实现产品增值。 

2. 中国中凯国际有限公司与赞比亚有关组织签署木薯承

购协议，促进赞比亚木薯的商业化生产。 

3. 泰国商务部维持对木薯等 55 种商品的价格控制。 

4. 泰国 2020 年木薯及木薯产品出口量为 590 万 t，出口

额为 587 亿泰铢（约合 19. 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7%。 

5. 2020 年中国木薯淀粉进口总量约 275.59 万 t，同比增

长 16.03%。 

6. 印度工商部宣布向美国出口辣木粉（Moringa powder），

其中首批经过有机认证的辣木粉已空运至美国。 

7. 泰国鲜薯收购价格涨幅明显，越南鲜薯价格整体平稳。 

8. 国外木薯干片市场价格创下近三年新高，国内木薯淀

粉市场价格整体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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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木薯产业信息 

（一）安哥拉制定木薯淀粉出口计划 

安哥拉国家农村贸易发展局于近期宣布一项木薯淀粉出

口计划，旨在激励中小型木薯加工企业进一步扩大木薯产业

规模并实现产品增值。当前，安哥拉平均每年的木薯产量已

超过 1100 万 t。因此，该计划前期目标是促进安哥拉木薯加

工业发展，扩大木薯淀粉生产规模，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后期目标则是大规模出口木薯淀粉。（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1 月 15 日） 

（二）中国公司与赞比亚有关组织签署协议，促进赞比

亚木薯商业化生产 

2021 年 2 月 10 日，中国企业中凯国际有限公司与赞比

亚组织 CHIFWANI Concepts 签署了一项木薯承购协议，旨在

商业化种植用于工业用途的木薯，帮助赞比亚发展木薯产

业，为赞比亚的小规模木薯种植者打通市场渠道。根据该协

议，中凯国际有限公司将收购该机构生产的所有木薯产品，

预计初期将惠及参与该项目的 1000 多名木薯生产者，随着

该薯项目在赞比亚的推广，中凯国际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扩大

产能与收购量。（新华网，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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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国商务部维持将木薯和木薯产品列入价格控制

清单 

泰国商务部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主持召开商品和服务价

格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将 55 种商品保留在价格控制

清单，其中食品类包括木薯和木薯产品、水稻、大米、玉米

等，制造或销售清单所列产品的企业必须向有关部门通报其

生产成本，并在涨价前征得批准。该清单计划已提交泰国内

阁政府审理。（曼谷邮报，1 月 14 日） 

（四）泰国 2020 年木薯和木薯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据泰国海关数据，2020 年泰国木薯和木薯产品出口量达

590 万 t，同比增加 61 万 t、增长 11%；出口额为 587 亿泰铢

（约合 19. 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泰国国外农业贸

易数据库，2 月 13 日） 

二、国内木薯产业信息 

2020 年中国木薯淀粉进口规模大幅增长。2020 年中国木

薯淀粉进口总量约 275.59 万 t，同比增长 16.03%；进口额为

1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70%。其中 12 月份的木薯淀粉进口

量约 29.11 万 t，环比增长 19.75%，较 2019 年同期增加约 5.2

万 t，同比增长 21.80%；12 月份木薯淀粉进口金额约为 1.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中国海关总署，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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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辣木产业信息 

印度向美国出口辣木粉。印度工商部发布公告称，印度

已向美国出口辣木粉（Moringa powder），其中首批经过有

机认证的辣木粉已空运至美国。该公告同时指出，印度工商

部农业和加工食品出口发展局(APEDA)已采取多项措施促

进印度辣木产品出口，其中包括支持私营企业建设基础设施

以及为辣木出口商提供便利化服务，在 APEDA 的支持下，

印度辣木加工厂的数量持续增加。预计随着全球市场对辣木

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印度辣木出口量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

攀升。（印度工商部，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四、鲜木薯市场行情分析 

泰国鲜薯收购价格涨幅明显，越南鲜薯收购价格整体平

稳。据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的数据，本周泰国国内鲜薯平均

收购价格为 2.08 泰铢/Kg（约合人民币 450 元/t），上涨 0.08

泰铢/Kg，涨幅约为 3.4%。该部监测的几家淀粉厂鲜薯收购

价维持稳定，报价为 2.05-2.60 泰铢/Kg（见表 1，约合人民

币 440-560 元/t）；越南由于春节假期期间木薯淀粉工厂处于

停产状态，各产区基本停止收购鲜薯，因此本周越南鲜薯收

购价格维持稳定。其中，南部地区鲜薯收购价为 3050-3150

越盾/Kg（约合人民币 860-890 元/t），北部地区收购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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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2400 越盾/Kg（约合人民币 650-670 元/t），中部地区

收购价为 2650-2750 越盾/Kg（约合人民币 730-760 元/t）。 

 
表 1  泰国部分地区木薯淀粉厂木薯收购价格情况   单位：泰铢/Kg 

公司名称 区位 鲜木薯（25%） 鲜木薯（30%）

Tapioca Development Co., Ltd. 罗勇府-班昌 - 2.60 

Chon Charoen Co., Ltd. 春武里-班邦 2.10 2.40 

Chok Yuen Long Industrial Company 呵叻府 2.05 - 

San guan wong Company Co., Ltd. 呵叻府-梅昂区 2.20 2.30 

Thanawat Phuetphon LP 甘烹碧府 2.30 - 

注：表中 25%、30%表示淀粉含量，“-”表示未报价，表中企业名根据泰文直译。 

资料来源：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 

 

五、木薯干片、淀粉市场行情分析 

国外木薯干片市场价格整体上涨，国内木薯淀粉市场价

格基本持平。由于春节假期市场需求有所好转，本周泰国及

越南的木薯干片市场价格整体上涨，并创下近三年新高。其

中，泰国木薯干片报价区间小幅上涨至 FOB（曼谷）265-270

美元/t（约合人民币 1715-1748 元/t），越南木薯干片价格报

价区间为 CNF280-290 美元/t（约合人民币 1812-1877 元/t），

均上涨约 5 美元/t；国内木薯干片市场库存量整体保持低位，

春节假期期间贸易商暂停交易，本周国内木薯干片市场价格

维持稳定，报价区间为 2140-2160 元/t（见图 1）。从外盘木

薯淀粉市场行情来看，受新年假期影响，各地木薯淀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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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停产，因此本周外盘木薯淀粉报价整体上涨。其中，泰

国木薯淀粉报价为 FOB（曼谷）455-475 美元/t，上涨约 10

美元/t；越南木薯淀粉报价为 CNF470-490 美元/t（见图 2），

上涨约 25 美元/t；从国内木薯淀粉市场行情来看，本周国内

木薯淀粉市场价格与上周持平。其中，泰国中高端木薯淀粉

含税报价为 3700-4000 元/t，越南主流木薯淀粉含税报价为

3050-3700 元/t，边贸木薯淀粉报价为 3340-3640 元/t，国产

库存中高端木薯淀粉报价为 4090-4240 元/t。（见图 3） 

 

  

图 1  2020 年 2 月份以来泰国、越南木薯干片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t 

资料来源：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整理。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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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 2 月份以来泰国、越南木薯淀粉外盘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t 

资料来源：根据卓创资讯、淀粉世界网数据整理。 

 

 

图 3  2020 年 1 月份以来中国各类木薯淀粉均价变化情况   单位：元/t 

资料来源：根据卓创资讯、淀粉世界网数据整理。 

 

（注：本周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

1 人民币=4.6005 泰铢，1 美元=6.4901 人民币）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2021 年 2 月 14 日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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