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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苹果产业概述 

（一）苹果的特点 

苹果树属于蔷薇科，落叶乔木，叶椭圆形，有锯齿。其

果实球形，味甜，口感爽脆，且富含营养，是世界四大水果

之冠。苹果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种植历史久 

苹果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史。早期栽培的苹果品

种主要是原产我国新疆西部的种类，古人称之为柰和林檎。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栽培的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品种，

虽然仍叫苹果，但与历史上的苹果差别很大。现在，苹果已

经成为我国最常见的水果。 

2.营养价值高 

苹果性味温和，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有糖类、有机酸、果胶、蛋白质、钙、磷、钾、铁、

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和膳食纤维，另含有苹果酸，

酒石酸，胡萝卜素，是所有蔬果中营养价值最接近完美的一

个，因而有着“水果之王”的称号。 

3.品种种类多 

苹果是一个古老的树种，世界上仍然保持着 7500 多个

苹果品种，但生产中广泛栽培的品种只有百余个。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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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经济栽培的苹果品种有 20多个：有以早捷、贝拉为代表

的早熟品种，以嘎啦、摩里士为代表的中熟品种，以富士、

秦冠为代表的晚熟品种。其中红富士在我国所有栽种品种中

最具代表性，其果实拥有风味好、晚熟、耐贮等优点，倍受

市场青睐。根据果品流通协会提供的数据测算，目前红富士

种植面积占我国苹果种植面积的 50%以上，产量更是在苹果

总产量中占到了 70%以上。 

随着中国富士产量的不断上升，全世界富士产量已超过

3000万吨，占世界苹果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主栽

品种。 

（二）我国苹果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产量占全球苹果产量的

50%以上。2016 年我国苹果产量为 4388万吨，是我国产量最

大的水果品种（不含瓜类），在我国水果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苹果产业发展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栽植面积由快速扩张向平稳发展 

根据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的调查研究，1982-1989 年

期间和 1991-1996 年期间，中国苹果产区经历了两次大规模

扩张，但自 1996年后，环渤海湾优势产区苹果面积以每年平

均 5.1%的速度持续下降，而黄土高原优势产区在 1997-2002

年种植面积减少后，从 2003 年至今保持年均 4.53%的速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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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近三年苹果收获面积相对稳定，产量呈稳步增长态

势。 

2.区域布局由分散发展向优势产区集中发展 

中国苹果主产区地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环渤海湾地

区，海拔高、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具有发展苹果生

产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资源优势。但在这些地区并不是所

有的地方都适宜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只有其中的优势产区更

适合发展苹果产业。目前，从苹果区域布局来看，环渤海湾

苹果产区种植面积保持动态平衡，逐步向本区域优势产区集

中；黄土高原苹果产区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增长，优势产区陕

西、山西、甘肃发展较快。中国苹果产业布局持续向劳动力

丰富、病虫害少、生产成本较低的西北高海拔地区迁移扩张。 

3.产量水平由大小年变化明显向逐年稳步增长发展 

过去在苹果生产上，由于基础设施和种植投入少，果园

土肥水综合管理跟不上；传统栽植修剪果树，树体密闭通透

性差等原因，年际间产量水平差异较大，出现大小年、周期

变化的现象。近年来，受苹果种植面积持续增加、技术进步、

果农对果园投入与管理增加、经济效益良好和政策扶持力度

加大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苹果产量年际间呈持续稳步增长

趋势。 

4.种植模式由传统种植向高效集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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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苹果树大部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大

发展时期栽植的，主要采用以乔砧密植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制

度，果园郁闭，通风透光不良；果园管理标准化程度低，生

产成本高，机械化作业困难，导致果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

力降低。近年来，通过间伐减密、提高栽植标准等措施，推

广应用了既省工、省力、优质、高效，又便于机械化作业的

宽行矮砧集约高效种植模式。 

5.出口贸易竞争加剧，近年形势有所回暖 

自 2004 年起，我国多年保持世界最大苹果出口国的地

位，但是前两年被波兰超过，2016 年中国苹果出口量 132 万

吨，重新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出口国。尽管目前苹果出

口形势有所好转，但中国苹果出口所面临的发展约束因素渐

增，一是国内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因素，导

致出口竞争力逐步减弱；二是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加上贸易

保护加剧国际市场竞争，使中国出口市场增长空间有限；三

是质量标准与海关检验检疫约束中国鲜苹果扩展发达国家

市场。 

（三）产业链相关情况 

我国苹果产业链较短，根据消费形式分成了以贸易商为

主和以加工企业为主的两条支链（如图 1 所示），其中鲜果

消费为我国苹果消费的主要形式，主要通过各级贸易商对收

购的苹果进行分拣、筛选、包装等初级加工后直接提供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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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实现。加工消费主要通过加工企业将收购的苹果制成果

脯、苹果脆片、苹果醋、苹果酒等深加工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实现。 

目前我国苹果产业碎片化较为特征较为明显，产业集中

度低。根据中国苹果产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

种植面积 5 亩以下的果农占比达到 80%，行业内排名前十的

贸易企业市场占有率不足 2%。 

图 1  我国苹果产业链结构 

 

二、生产情况 

（一）产量及种植面积 

苹果是除香蕉、葡萄、柑桔之外的世界四种最主要水果

之一，近十年来，从各种水果的总产量看，苹果产量远超柑

桔、梨、葡萄、香蕉，成为我国五大水果之首，2015 年在五

大水果总产量中占比 3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十年来产

量和种植面积稳步增长。2014 年产量突破 4000 万吨，2016

年种植面积超过 3000万亩，产量达到 4388万吨，占世界苹

果总产量（7716万吨）的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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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15 年我国 5大主要水果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 3  2005 年-2015 年我国苹果产量及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种植区域分布 

我国苹果种植广泛分布于 25 个省份，覆盖黄土高原和

渤海湾两大优势区域（如图 4所示），其中陕西、山东、河南、

山西、河北、甘肃等省份是我国最主要的苹果供应地。2012

年以来，6 个主产省的苹果产量占我国苹果总产量的比例都

超过 80%。（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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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苹果优势区域布局 

 
资料来源：农业部《苹果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 

表 1  2012-2016 年我国苹果主产省产量分布(单位：万吨)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陕西省 965 943 988 1037 1101 

山东省 871 930 930 958 978 

河南省 437 443 442 450 439 

山西省 375 396 417 431 429 

河北省 311 320 346 367 366 

甘肃省 249 270 297 329 360 

合计 3208 3302 3420 3572 3673 

占全国总产量比例 83% 83% 84% 84% 8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黄土高原优势产区 

黄土高原优势区包括陕西渭北和陕北南部地区、山西晋

南和晋中、河南三门峡地区和甘肃的陇东及陇南地区。2016

总产量 2328 万吨，占全国的 53%。 

该区域生态条件优越，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土层深厚；生产规模大，集中连片，发展潜力大。该区域跨

度大，生产条件和产业化水平差别明显。以陕西渭北为中心

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优质晚熟品种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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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绿色、有机苹果生产基地；陇东、陇南及晋中等地区湿

度适宜，是我国重要的优质元帅系品种集中产区；核心区周

边及低海拔地区是加工苹果的良好生产基地。 

2.渤海湾优势产区 

渤海湾优势产区包括胶东半岛、泰沂山区、辽南及辽西

部分地区、燕山、太行山浅山丘陵区，是我国苹果栽培历史

最早，产业化水平较高的产区。2016 年苹果产量 1600 万吨，

占全国的 38%。 

该区域地理位置优越，品种资源丰富；加工企业规模大、

数量多，市场营销和合作组织比较发达，产业化优势明显；

科研、推广技术力量雄厚，果农技术水平较高。沿海地区夏

季冷凉、秋季长，光照充足，是我国晚熟品种的最大商品生

产区，管理水平较高，产量高，出口比例大；泰沂山区生长

季节气温较高，有利于中早熟品种提早成熟上市；燕山太行

山浅山丘陵区自然生态条件良好，光热资源充足，是富士苹

果集中产区，交通运输方便，市场营销条件优越。 

（三）主要品种情况 

目前我国苹果品种总体上以红富士为主，2015 年我国红

富士品种的产量约为 3000万吨，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 70%左

右。从各主产省情况来看，红富士在大部分省份都是最主要

的品种。新疆的红富士比例达到 100%，山东红富士比例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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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0%，陕西和山西红富士比例超过 70%，河南和甘肃也在

60%以上（如图 5所示）。 

图 5  2015 年我国主要省份红富士苹果产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2015） 

从质量标准来看，符合国标一级以上的红富士占红富士

总量的 50%以上，符合国标二级以上红富士占红富士总量的

70%以上；从果径大小来看，每个主产区 80mm 以上的红富士

苹果都要占到总产量的 50%左右，其中山东和辽宁的苹果果

径较大，陕西次之，其余省份稍小一些。 

三、消费情况 

（一）苹果消费总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 年至 2016 年间，我国苹果

表观消费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从 2512万吨增长到 4262

万吨，10年的增长幅度达到 70%，消费总量已经达到全球消

费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苹果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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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5-2016 年我国苹果表观消费量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人均消费水平 

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苹果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除 2007 年以外，其余年份都呈上升趋势，2008 年超过欧盟

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人均消费水平达到 30公斤/人/年。

欧盟、美国等世界强国，由于消费结构的变换，以及经济危

机导致的需求减少，苹果消费水平不增反降。 

图 7  2010-2015 年苹果人均消费量对比图（单位：公斤）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三）苹果消费特点 

1.鲜食消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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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苹果消费中鲜食消费占总量的 90%左右，剩余 10%

为加工消费。自 2008 年以来，我国苹果鲜食消费量一直呈现

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而加工消费量则表现出平稳下降的趋势。

可以预期，未来一定时期鲜食消费仍将是我国苹果消费的主

要形式。 

图 8  2006-2016 年苹果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2.季节特征明显 

苹果生产的季节性特性决定了苹果消费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秋冬季苹果消费相对较多。我国苹果

主要为晚熟品种，因而苹果主要在秋季集中上市，苹果消费

也主要集中在秋季和冬季。由于早熟苹果严重短缺，加之苹

果贮存并不便利，因此春夏季节特别是夏季苹果供给量比较

短缺，是苹果消费的淡季。 

3．地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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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消费习惯、气候条件和区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

苹果消费地域差异明显，其中北方地区及苹果主产区苹果消

费量大，南方地区相对较少。 

我国地域宽广，北方地区集中了我国苹果的主要产区，

苹果供应量比较充足，品种丰富多彩，质量上乘，苹果已经

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广大消费者的当家水果，在水果消费中占

主导地位，尤其是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苹果

消费量较高。而我国南方地区基本没有大的苹果产区，这是

由于南方地区气候适宜，水果种类繁多，苹果的替代选择比

较多，导致南方地区的苹果消费量相对较少。但随着苹果保

鲜技术的不断提高，商品运输越发快捷，苹果消费的地域特

征正在逐渐淡化。 

四、储存流通情况 

（一）苹果储存情况 

苹果属典型呼吸跃变型果品，采后具有明显的后熟过程，

果实内的淀粉会逐渐转化成糖，酸度降低，果实退绿转黄，

硬度降低。长期的不当储存，会造成苹果变得质地绵软、失

脆、少汁，进而衰败、变质、腐烂。因此，合理地储存苹果

对于保持苹果的商品性以及流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1.主要储存方式 

（1）简易储存。指不具备固定储存库设施，而是利用自

然环境条件来进行的窖藏等。这种储存多数是在产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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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操作简便易行，储存成本低，但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较

大。 

（2）通风库储存。通风库因储存前期温度偏高，中期又

较低，一般也只适宜储晚熟苹果。储存后期，库温会逐步回

升，还需每天观测记录库内温度、湿度，并经常检查苹果质

量，检测果实硬度、糖度、自然损耗和病、烂情况。 

（3）冷库储存。苹果适宜冷藏，在储存时最好单品种分

别单库储存。苹果采摘后应在产地树下挑选、分级、装箱（筐），

避免到库内分级、挑选。入冷库前应在走廊散热预冷一夜再

入库。冷库储存管理主要也是加强温湿度调控。通过制冷系

统经常供液、通风循环，调控库温上下幅度最好不超过 1℃。

冷库储存苹果，往往相对湿度偏低，所以，应注意及时人工

喷水加湿，保持相对湿度在 90%～95%。冷库储存元帅系苹果

可到新年、春节，金冠苹果可到 3～4 月，国光、青香蕉、红

富士等可到 4～5月，质量仍较新鲜。 

（4）气调储存。气调冷藏比普通冷藏能延迟储期约一倍

时间，可常年储存。气调储存的苹果要求采摘后 2 天内完成

入库过程，并及时调节库内气体成分，使氧降至 5%以下，以

降低其呼吸强度，控制其后熟过程。一般气调储存苹果，温

度在 0℃～1℃，相对湿度 95%以上，调控氧在 2%～4%、二氧

化碳 3%～5%。气调储存苹果应整库储存，整库出货，中间不

便开库检查，一旦解除气调状态，应尽快调运上市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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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品种储存期 

目前，早熟苹果品种不耐储存，一般采摘后立即销售或

在低温下进行短期储存。中熟苹果品种储存性优于早熟品种，

在常温下可存放 2 周左右，在冷藏条件下可储存 2 个月，气

调储存期更长一些。但由于不宜长期储存，故中熟品种采摘

后也以鲜销为主，有少量的进行短期或中期储存。晚熟苹果

品种由于干物质积累较多、呼吸水平较低、乙烯发生晚且较

少，因此一般具有风味好、肉质脆硬而且耐储存的特点，在

常温库一般可储存 3～4 个月，在冷库或气调库的储存条件

下，储存期可达到 5～12 个月。其中红富士以其品质好、耐

储存而成为我国苹果产区栽培和储存的当家品种。 

3.库容分布情况 

2016 年我国苹果可用仓库库存容量约为 1100 万吨，占

苹果总产量的 30%左右，其中入库储存量约为 1000万吨，入

库率达到 90%。目前我国苹果采取机械冷藏方式的约占总储

存量的 55%，土窑洞、通风库等简易储存方式的约占总储存

量的 40%，气调库储存方式的约占 5%。 

目前苹果储存省份主要集中山东和陕西两个省份，两

省的储存能力占到全国 70%左右。2016 年，山东储存能力

约为 458 万吨，陕西省储存能力约为 230 万吨。特别近年

来陕西省逐渐实施的“果蔬储存百库工程项目”，对千吨级

冷藏库级别为主的储藏设施进行财政补贴，促进了该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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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储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其他主要省份的储存能力分

别为：河南 80万吨、甘肃 70 万吨、河北 50万吨、山西 48

万吨、辽宁 45万吨。 

（二）苹果流通情况 

1.主要运输方式 

苹果的流通是苹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也是商品经

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目前苹果大约有 90%以上需经

中长途运输后以供消费。苹果运输有公路、水运、空运、铁

路运输等，目前苹果物流以公路运输为主，其特点是：成本

高、运量小、耗能大等，但灵活性强、速度快、适应地区广。

主要运输工具包括普通运货卡车、冷藏汽车、冷藏拖车和平

板冷藏拖车。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冷藏集装箱拖车运输将

成为今后高速公路运输的主流。 

2.贸易流通方向 

目前我国苹果主产地、主销地即为苹果的主要集散

地，其中又以主产区的代表性最强。陕西跟山东两省苹果

发展有着很强的外向型导向，作为我国苹果最为重要的两

个生产及加工基地，这两个省的苹果少量在本省消费，一

半以上销往全国各地。而其他主产省份的苹果则主要用于

省内和周边省份的鲜果消费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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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我国苹果贸易流向图 

 
资料来源：果品流通协会 

五、进出口情况 

（一）出口贸易状况 

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数量在 1993-2016 年 23 年的时间

里，经历了稳定增长、快速增长和缓慢下降三个阶段。2009

年中国鲜苹果出口量达到 117.18万吨后，2010-2015 年出口

量持续走低，年平均下降速度达到 5.52%。2016年，这一下

滑趋势得到扭转，本年度中国鲜苹果出口创记录首次突破

130 万吨，达到 132.2万吨，出口额 14.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和 14%，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苹果出口国。总的来说，中

国鲜苹果出口总量是在波动中增长，从 1993 年到 2016 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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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增幅达 11倍多，占我国苹果产量的比重从 0.59%增加到

3.88%。 

图 10  1993-2016 年中国鲜苹果出口量、出口额变化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按照各国和地区鲜苹果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中

国鲜苹果出口世界各地的市场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以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４国为代表的高端鲜苹果出

口市场；以欧盟为代表的中高端鲜苹果出口市场；以俄罗斯、

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为低

端鲜苹果出口市场。我国鲜苹果出口仍然以亚洲市场为主，

占到 85.27%。其中孟加拉国和泰国分居第一、第二位；2016

年印度市场替代俄罗斯市场，居第三位。按照中国鲜苹果出

口目标市场的贸易额排名分析，泰国、菲律宾、印度分别居

第一、二、三位。 

（二）进口贸易状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苹果进口量呈现波动上升

趋势，进口额则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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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苹果进口量由 1993 年的 1048.76 吨增长到 2016 年的

6.71 万吨，进口金额由 132.86 万美元增长到 1.23 亿美元。

24 年间，中国苹果的进口量增长了 63.98 倍，进口金额增长

了 92.74 倍。 

图 11  1993-2016 年中国鲜苹果进口量、进口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我国鲜苹果进口来源国比较集中，2011年-2015年进口

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智利、美国、新西兰、法国和日本，

上述五国的进口苹果占我国苹果进口总量的 95%以上。其中

智利苹果累计进口总量为 14.67万吨，占中国苹果五年累计

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2016年中国鲜苹果进口最大来源国前

三名分别是新西兰、美国和智利。 

六、价格分析 

（一）价格走势及特点 

通过对农业部发布的苹果价格分析，2012 年至 2016 年

间，我国苹果价格呈“过山车”式的涨跌交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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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2012年至 2014 年间，先跌后涨。该阶段，我国苹

果批发价格由 2012 年的均价 5.43 元/公斤快速下跌至 2013

年的 4.47 元，后又上涨至 2014 年的 5.78 元/公斤。其中，

2012年后苹果价格下跌主要是由于 2012年苹果产量比 2011

年增加 251万吨，是近年来产量增幅最大的一年，供过于求，

带动价格下跌。但随着苹果生产成本的逐年上升，苹果产量

增幅放缓，需求急剧增长，2014 年消费量达到 3687 万吨，

比 2013年增加了 195万吨，苹果价格开始回升。 

二是 2015年至 2016 年间，止涨下行。该阶段，我国苹

果批发价格由 5.78 元/公斤跌至 5.27 元/公斤。主要原因为

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苹果供大于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我国苹果生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量由 2014年的

4092万吨增至 2016 年的 4388万吨。然而，由于需求增加缓

慢，当期苹果市场呈供大于求格局，局部地区滞销。2015年

五一过后，我国苹果产区库存尚余 50%，如山东烟台苹果出

库率不到四成，山西临猗三分之二的苹果滞销，陕西洛川库

存高达 15-16万吨。二是我国苹果消费需求发生转变。由于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消费者对健康果品的诉求日益增长，

这使得国外中高端水果进口增加，挤占国内苹果消费的市场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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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2-2016 年我国苹果批发价格走势（单位：元/公斤） 

 
数据来源：农业部 

（二）价格周期性分析 

苹果价格波动具有农产品特有的季节性特点。一般来说，

由于 9 月至 11 月为我国苹果采收期，大量新年度苹果流入

现货市场，市场供应增加，批发价格相对较低。12 月至来年

2 月受元旦及春节节日因素影响，市场需求增加，批发价格

逐步抬升。3、4月两个月份，机械冷库的苹果集中出库，供

应量变大，带动价格下跌。5 月份随着机械冷库出货接近尾

声，供应量减少，价格有所回升。6 月至 8 月间则为早中熟

苹果集中上市时间，价格相对较低，带动苹果批发价格整体

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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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0-2016 年我国苹果批发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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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州商品交易所鲜苹果期货合约 

鲜苹果期货合约设计基本原则：贴近现货市场实际，便

于相关主体参与；保障品种安全运行，防范交易交割风险；

服务“三农”发展，助力扶贫攻坚。 

郑州商品交易所鲜苹果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鲜苹果(简称“苹果”) 

交易单位 10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1元/吨 

每日价格波动限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5%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

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7% 

合约交割月份 1、3、5、7、10、11、12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3:00及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交易时间 

最后交易日上午 9:00-11:30 

最后交易日 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0 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仓单交割：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12个交易日 

车（船）板交割：合约交割月份的次月 20日 

交割品级 见《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交割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割地点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AP 

上市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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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苹果期货交割细则 

（一）交割方式：仓库+车（船）板 

1.根据苹果现货储存习惯和贸易流通特点，将苹果期货

交割方式设计为“仓库+车（船）板”。 

2.车（船）板交割流程 

同现有农产品车（船）板交割流程，仅在交割地点和复

检环节略有不同。 

交割地点：苹果期货要求在交割计价点交割。 

争议复检：买卖双方存在质量争议且协商不一致的，应

当在货物未离开指定车（船）板交割场所情况下向交易所提

出复检申请，并说明需要复检的质量指标，争议提出方预交

复检费用（检验费和差旅费等）。交易所指定质检机构进行检

验，复检机构自收到交易所复检通知之日（不含该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应当做出复检结果，复检结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

复检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二）交割单位：20吨 

参考冷链运输货柜容量，符合现货实际，顺应发展趋势。 

（三）交割品级 

基准交割品： 

允许指标范围 仓库入库 仓库出库 车板交割 

其他指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鲜苹果》（GB/T 10651-

2008）一等及以上等级质量指标的红富士苹果，其中质量

容许度不超过 5%，磨伤、碰压伤、刺伤不合格果之和占

比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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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径 ≥80mm 

硬度 ≥6.5kgf/cm2 ≥6kgf/cm2 ≥6kgf/cm2 

替代品及升贴水： 

允许指标范围 仓库入库 仓库出库 车板交割 

其他指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鲜苹果》（GB/T 10651-

2008）一等及以上等级质量指标的红富士苹果，其中质量

容许度不超过 5%，磨伤、碰压伤、刺伤不合格果之和占

比不作要求。 

果径 75mm≤果径＜80mm 

硬度 ≥6.5kgf/cm
2
 ≥6kgf/cm

2
 ≥6kgf/cm

2
 

升贴水 贴水 2000 元/吨 

（四）包装要求 

苹果期货采用散果交割，但在入库时必须采用塑料筐或

木（铁）筐等装果容器进行装运，车（船）板交割除上述装

果方式外也允许用纸箱装运，同一客户同一批次的装果容器

要求规格统一。 

苹果重量认定参照以下公式：货物重量=（抽取苹果总毛

重-抽取装果容器的总重量）/抽取件数×货物件数。 

苹果交割后的包装由买方自理或委托卖方代办，相关费

用由买方支付，交易所不再对包装规格和费用做出规定。 

（五）交割基准价 

苹果期货合约的交割基准价为该期货合约的基准交割

品在基准交割计价点或基准交割仓库散果出库时汽车板交

货的含税价格（不含包装物）。 

（六）交割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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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交割地位于主产区，包括陕西、山东、河南、山西、

河北、甘肃六省。其中，陕西为基准交割地，山东、甘肃、

河南升贴水为零，山西、河北贴水 50 元/吨。 

（七）交割流程 

沿用“三日交割法”，与郑商所大多数品种保持一致。 

三、苹果期货标准仓单管理办法 

（一）标准仓单注册 

按照提供的货物分类精细程度，苹果标准仓单注册分为

两种方式： 

1.正常方式注册：入库苹果符合交割质量标准，按照提

供货物数量注册仓单； 

2.折算方式注册：入库苹果未经充分整理，但其中符合

交割质量标准的苹果比例不低于交易所公布的折算比例时，

货主可按照以下计算方式提供入库货物申请注册仓单，入库

货物数量=仓单数量×交割单位/交易所规定的折算比例，仓

单数量须为整数。折算比例由交易所另行公布。 

采用不同方式注册的仓单货物应当分开存放。 

以折算方式注册的苹果仓单，在对应仓单注销前，仓单

注册人不得对超出仓单数量的货物进行处置。其中，超出仓

单数量的货物按照现货收取仓储费，由仓库与货主自行结算。 

（二）标准仓单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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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提货通知单》对应的货物以折算方式注册的，如

提货人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在接到仓库通知后，仓单注册

人有权要求仓库配合对货物先行整理，并处置超出仓单数量

的货物，提货人与注册人协商一致的除外。 

（三）标准仓单出库 

采用折算方式注册的标准仓单出库时，仓库应提前通知

注册人到场整理。注册人未到场： 

（1）仓库代为整理对应货物，整理费用由注册人承担，

仓库与注册人自行结算。 

（2）视为对整理结果没有异议，整理后余留的苹果由仓

库转交注册人。注册人未向仓库支付整理费用的，仓库可以

依法对余留苹果进行处置并优先受偿。 

（四）标准仓单有效期 

每年 5 月第 12 个交易日（不含该日）之前注册的仓库

标准仓单，应在 5 月的第 15个交易日（含该日）之前全部注

销；每年 5月第 12 个交易日（含该日）至 7月第 12 个交易

日（不含该日）之间注册的仓库标准仓单，应在 7 月的第 15

个交易日（含该日）之前全部注销；每年 7月第 12 个交易日

（含该日）至 9月最后 1 个交易日（含该日）不受理苹果仓

单注册申请。 

四、苹果期货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一）涨跌停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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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期货合约每日涨跌停板幅度为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的±5%。 

（二）保证金制度 

苹果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实行三段制，即自合约

挂牌至交割月前一月第 15 个日历日、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个月最后一个日历日、交割月期间，

最低交易保证金分别为合约价值的 7%、10%和 20%。 

（三）限仓制度 

苹果期货参照现有品种限仓制度对非期货公司会员及

客户实行梯度限仓，对于年贸易量超大型的企业，可通过申

请套保头寸扩大持仓量以满足自身套保需求。 

品种 

非期货公司会员及客户最大单边持仓（手） 

自合约挂牌至交

割月前一个月第

15 个日历日期间

的交易日 

交割月前一个月第 16

个日历日至交割月前一

个月最后一个日历日期

间的交易日 

交割月份 

（自然人客

户限仓为 0） 

苹果 500 1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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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苹果期货交割仓库名单 

省份 名称 位置 
类型 

仓库 车船板服务机构 

陕西 

陕西华圣企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 √ √ 

陕西恒鑫源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渭南市白水县  √ 

白水县康惠粮果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渭南市白水县 √ √ 

白水县盛隆果业有限责

任公司 
渭南市白水县 √ √ 

延安中果生态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延安市延长县 √ √ 

延长阳光果品有限公司 延安市延长县  √ 

延安美域高生态农业科

技股份公司 
延安市延川县  √ 

山东 

烟台泉源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市栖霞 √ √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市栖霞 √ √ 

蓬莱鑫园工贸有限公司 烟台市蓬莱 √ √ 

莱州天赐宝物产有限公

司 
烟台市莱州 √ √ 

郎源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龙口 √ √ 

河南 

灵宝市鹤立果蔬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大王镇  √ 

灵宝市永辉果业有限责

任公司 
三门峡灵宝市  √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

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 √ √ 

山西 

万荣县华荣果业有限公

司 
运城市万荣县  √ 

陕西阳煤新科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运城市平陆县  √ 

山西澳坤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临汾市吉县 √ √ 

运城市新科太方果蔬商

贸有限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 

运城市临猗县 
√ √ 

合计 - - 12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