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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中国（武都）花椒价格指数旬报 

（2021. 07.11-2021.07.20） 
 

❖ 指数简介 

新华·中国（武都）花椒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甘肃省陇

南市武都区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并发布。根据编制规则，指数以 2016

年 7 月-12 月为基期，以该时期内各质量等级花椒的成交均价为基

期价格，基点为 1000 点。指数采集点覆盖全国七大最具代表性的

红花椒主产县区，旨在客观反映我国花椒批发价格走势，为生产种

植、政府监管、贸易决策提供有效参考。 

 

❖ 本期概要 

截至 7 月 20 日，新华·中国（武都）花椒价格指数报 912.59 点，

较上期（7 月 10 日，下同）上涨 11.14 点，涨幅 1.24%；与基期相

比，下跌 87.41 点，跌幅 8.74%。目前处于新旧花椒转换过渡期，七

月中旬各地市场涨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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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华·中国（武都）花椒价格指数年度间对比 

 

❖ 价格波动 

从质量等级维度来看，7 月中旬全国各等级红花椒价格均有所

上涨。截至 7 月 20 日，特级花椒价格指数报 927.87 点，较上期上

涨 0.11%，较基期下跌 7.21%；一级花椒价格指数报 911.40 点，

较上期上涨 0.85%，较基期下跌 8.86%；二级花椒价格指数报

896.26 点，较上期上涨 2.49%，较基期下跌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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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不同质量等级花椒价格指数走势 

7 月中旬，各红花椒产区价格涨跌分化，青花椒价格以跌为

主。其中，武都和汉源一级花椒价格小幅上涨；韩城花椒价格大幅

上涨；凤县花椒价格微幅上涨；茂县和秦安花椒价格不同程度下

跌。金阳和昭通青花椒价格大幅下跌，江津青花椒价格微幅下跌。 

表 1 全国各主产区花椒批发均价 

 

类别 产地 特级 一级 二级 一级环比

甘肃武都 68.31 63.45 58.74 2.20%

甘肃秦安 57.33 52.33 46.00 -5.42%

陕西韩城 41.67 37.67 35.00 5.61%

陕西凤县 60.33 55.00 52.33 0.61%

四川汉源 62.67 56.33 51.67 1.20%

四川茂县 82.33 72.33 62.67 -1.36%

山西芮城 34.00 30.33 25.67 0.00%

南椒产区 65.68 59.71 54.31 -0.14%

北椒产区 39.27 35.38 32.08 4.04%

四川金阳 42.00 35.67 30.33 -7.20%

云南昭通 45.00 39.33 31.67 -14.93%

重庆江津 33.17 29.67 26.33 -0.60%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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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析 

新华指数分析师认为，目前处于新旧花椒转换过渡期，七月中

旬各地市场涨跌分化。近期，武都、凤县等产区的红花椒新椒已进

入集中采摘上市期，汉源、秦安也开始有少量新椒上市，四川和陕

西大部分红花椒产区还未进入采摘期。新椒开始大量上市的武都、

凤县花椒价格开始上涨，以旧椒交易为主的秦安、茂县等产区花椒

价格有所下跌。随着新椒上市，武都、凤县等部分产区批发商和农

户库存开始大幅上升，同时，市场活跃度和走货速度持续提升。目

前大量上市的昭通和金阳青花椒新椒价格高位回落，而江津青花椒

价格相对平稳，微幅波动。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 

图 3 全国七大花椒主产区走货速度和交易活跃度（调查数据） 

注：0 代表“走货很慢”、“市场很冷清”，5 代表“正常/一般”，10 代表

“走货很快”、“市场很活跃” 



 

 

数据来源：新华财经 

图 4 全国七大花椒主产区产地库存百分比均值（调查数据） 

 

 

 

 

 

 

 

 

 

 

 

 



 

❖ 产业资讯 

1、【“陇货入蓉”中国（武都）花椒展示交易会在成都举行】讲好陇蜀

故事，传播麻辣味道。7 月 13 日，中国川渝火锅产业大会暨“陇货入

蓉”中国（武都）花椒展示交易会开幕式在成都市举行。本次交易会

共设置展位 65 个，100 多家陇南企业参展，其中花椒企业 30 家，共

展出以花椒为主的农特产品 1000 多种，吸引了各地客商前来洽购。

据悉，举办这次活动，旨在有效促进川渝火锅与陇南优质农特产品强

强联手，促使两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活动当天，武都区作了花椒

产业及重大项目推介；川渝客商与武都区签订了农特产品及项目深加

工协议；举办了系列火锅产业高峰论坛及研讨会。——新华网 

信息来源：http://www.gs.xinhuanet.com/news/2021-07/15/c_1127656758.htm 

2、【擦亮“盐源花椒”金字招牌 四川盐源首届花椒节开幕】由四川

省林业和草原局、凉山州人民政府主办，盐源县委、盐源县人民政府

承办，以“盐源花椒香麻四海”为主题的 2021 四川花卉(果类)生态

旅游节暨盐源县首届花椒节 18 日晚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

开幕。据悉，本届花椒节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企业家热情参与，

并积极洽谈协商农副产品供销合作业务。小花椒滋养出大产业。目前，

盐源花椒种植面积达 82 万亩，年产鲜椒 6 万吨，综合产值 20 亿元。

盐源树上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花椒油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

国第二。——中国新闻网 

信息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7-19/9523083.shtml 

 

 



 

❖ 花椒质量等级分级标准（红花椒） 

 

指标 
质量等级 

特级（好货） 一级（中上货） 二级（中等货） 

色泽 

本地区品种特有的大红

或鲜红或紫红，色泽均

匀，有光泽 

本地区品种特有的大红或

鲜红或紫红，伴有少量暗

红，色泽均匀，有光泽 

颜色较均匀，暗红或浅

红的占比稍高，色泽较

均匀，光泽度一般 

果形 

睁眼，颗粒大而饱满，均

匀一致，油腺密而突出；

身干，洁净 

睁眼，颗粒较大，饱满，均

匀一致，油腺突出；身干，

洁净 

绝大部分睁眼，颗粒较

均匀，油腺较突出；身

干，洁净 

固有杂质 
闭眼椒和椒籽≤2%  

果穗梗≤1% 

闭眼椒和椒籽≤3%  

果穗梗≤1.5% 

闭眼椒和椒籽≤5%  

果穗梗≤2% 

外来杂质 0 ≤0.5% ≤0.5% 

滋味 麻味浓烈，纯正，持久 麻味浓烈，纯正，持久 
麻味较浓，无异味，

持久 

气味 香气浓郁，纯正 香气浓郁，纯正 香味较浓，纯正 

黑粒椒 无 无 偶有但极少 

霉粒 无 无 无 

注：①固有杂质：指闭眼椒、椒籽、果穗梗、花椒叶等残渣。 

②外来杂质：指沙石、尘土、蜗牛壳等与花椒本身无关的杂质。 

③参考林业行业标准（LY_T 1652-2005 花椒质量等级标准）并结合市场交易实际情况制定

此表，作为新华·中国（武都）花椒价格指数的数据采集标准。 

 

 

 

 

 

 

 

 

 

 

 

 

 

 



 

声 明 

新华指数作为中经社四大战略性重点产品，负责开发、管理和运维新华社旗下全

部指数和指数衍生品，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指数研究、发布、推广及运营的专业机

构。 

本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武都区人民政府共同编制并发布。编制者对本报告取

自公开来源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

反映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 

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致使武都区

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对此双方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

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仅供参考。 

本报告版权为武都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双方共同所有。未经双方书面同

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

分。如征得双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武

都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信息社”，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减和修改。若双方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

负责，双方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双方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

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本报告有关版权问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未经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武都区

人民政府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

或转发者承担。双方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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