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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有伦晚 夏有夏橙 

秋有九月红 冬有纽荷尔 

中国脐橙之乡-湖北省秭归县 

全球率先实现“一年四季有鲜橙”的脐橙产区 

新华·宜昌 

系列价格指数 



 

 

产业简介 

作为全国首批命名的“中国脐橙之乡”，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近年来依托独特资源禀赋，持续通过科技强橙、品质提升、强

链延链、标准领跑、数字兴橙、文化赋能、品牌塑造行动，打造

了秭归脐橙“四季鲜橙、生态绿色”产业名片，秭归伦晚、九月

红、纽荷尔等品种已成为柑桔类水果的热销“网红”，秭归脐橙

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秭归脐橙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正朝着“世

界级地标品牌、世界级文化载体”的目标而奋斗。 

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秭归县产量最大的六个优质脐橙品种

分别是纽荷尔、伦晚、罗伯逊、九月红、夏橙和红肉。截至 2022

年年底，秭归县已注册 311个柑橘商标，建成三峡库区最大的柑

桔良种种质资源库，柑橘种植面积 40 万亩，年产量 80万吨，脐

橙深加工产品 100多个品种系列，远销国内外，脐橙产业综合产

值超 100 亿元。2018 年以来，秭归脐橙连续四年获评中国果品

流通协会公布的中国最受欢迎的柑橘区域公用品牌 10 强，2021

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 31.36亿元。 

特色产业激活了秭归县乡村经济。得益于脐橙产业快速发

展，秭归县创建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6 家，催生

了电商企业 2600 多家、网店 8000 余家。全县 90%的乡镇、80%

以上的行政村、70%以上的农户从事柑橘相关产业，涌现出柑橘

产值“亿元村”4 个，产值过 5000 万元的村 12 个，带动近 18

万人发展致富。 

 

 



 

 

指数简介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湖北

省秭归县委县政府共同编制发布。该系列价格指数围绕脐橙产业

零售、收购、批发三个环节编制，包含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

价格指数、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指数、新华（中国）

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三支子指数，旨在及时、全面、精准地反

映脐橙产业产销各环节的价格走势及市场变化，建立稳定的秭归

脐橙市场价格监测机制，畅通秭归脐橙流通渠道，为市场从业者

和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数据参考和决策依据，进一步助力秭归脐橙

市场化、标准化、品牌化。 

其中，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选取秭归县主要电

商企业为样本点，以秭归县主产的九月红、纽荷尔、罗伯逊、红

肉、伦晚、夏橙六个主流品种 60-70mm、70-80mm、80mm 以上果

径果为代表规格品，以 2017 年 11 月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新

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指数选取秭归产区为样本区域，

以秭归县主产的九月红、纽荷尔、罗伯逊、红肉、伦晚 60mm 以

上果径果，夏橙 55mm 以上果径果为代表规格品，以 2018 年 12

月为基期，基点 1000 点；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

选取我国重点批发市场为样本点，以纽荷尔、红肉、伦晚、夏橙

四个主流品种 70-80mm果径果为代表规格品，以 2019年 12月为

基期，基点 1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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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秭归脐橙鲜果下树量逐渐增加，产地收购价格

较上市初期有所回落，本期脐橙产地收购均价环比下降，

但同比仍有增长。截至 12月 5日，新华·宜昌秭归脐橙

产地收购价格指数报 1109.49 点，环比下跌 6.43%，同

比上涨 28.65%；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报

1423.55点，环比下跌 0.66%，同比上涨 1.25%；新华（中

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01.37 点，环比上涨

0.10%，同比上涨 21.03%。 

在产地收购方面，受各地疫情管控影响，市场消费

力下降，九月红脐橙、纽荷尔脐橙产地收购价有所下降，

九月红脐橙收购价显著高于纽荷尔脐橙和罗伯逊脐橙。 

电商销售方面，九月红脐橙走货量整体平稳。截至

12 月 5日，秭归九月红电商销售均价报 10.52元/公斤，

环比下跌 0.66%，同比上涨 1.25%。 

从全国市场来看，当前是国内柑橘类水果集中上市

期，市场供应较为充足。今年早熟脐橙上市时间有所延

后，农历春节又较往年提前，柑橘销售周期较往年缩短，

叠加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柑橘市场销售压力较大。建

议果农及时关注指数走势，客观分析市场，适时出货。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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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华·宜昌秭归脐橙系列价格指数走势（单位：点）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 

 

当前，湖北秭归正值脐橙丰收上市季。作为我国柑橘主产区

之一，秭归县柑橘种植面积约 40万亩,年产量 80万吨,综合产值

超 100亿元。随着秭归脐橙鲜果下树量逐渐增加，产地收购价格

较上市初期有所回落，本期脐橙产地收购均价环比下降，但同比

仍有增长。截至 12 月 5 日，新华·宜昌秭归脐橙产地收购价格

指数报 1109.49点，环比下跌 6.43%，同比上涨 28.65%；新华·宜

昌秭归脐橙电商价格指数报 1423.55点，环比下跌 0.66%，同比

上涨 1.25%；新华（中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指数报 1101.3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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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idu.com/link?url=h65ldKef6UtMfh3vpT_ErpNey8f5HZ-YiKmyoJWE1SdobaBdWR2_WEK1wZ373dWh


 

环比上涨 0.10%，同比上涨 21.03%。 
 

图 2 秭归脐橙产地收购均价与监测点交易量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表 1 秭归脐橙产地收购均价（单位：元/公斤）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在脐橙产地收购方面，九月红脐橙收购均价显著高于纽荷尔

脐橙和罗伯逊脐橙，罗伯逊脐橙产地收购均价同比上涨 50.00%。

具体而言，截至 12月 5日,秭归九月红产地收购均价报 5.46元/

公斤，环比下跌 9.46%，同比上涨 26.38%；纽荷尔产地收购均价

报 4.18元/公斤，环比下跌 4.49%，同比上涨 34.06%；罗伯逊产

地收购均价报 3.00元/公斤，环比上涨 16.41%，同比上涨 50.00%。 

产地收购均价 九月红 纽荷尔 罗伯逊 

12月 5日均价 5.46 4.18 3.00 

11月 28日均价 6.03 4.38 2.58 



 

“近期柑橘类水果集中上市，受各地疫情管控影响，市场消

费力下降，九月红、纽荷尔脐橙采摘量大，流通较为缓慢，所以

产地收购价格略有下降。罗伯逊脐橙本身种植量较小，加之售价

起步不高，所以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秭归县柑橘协会副秘书长

胡志刚表示。 

得益于秭归县独特的峡江气候，优越的生态环境，配合当地

强力推进的秭归脐橙品质提升“1+N”行动,包括有机肥使用、配

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举措，培育出的脐橙具有皮薄汁多、色鲜

味香等优良品质。近日，在 2022年宜昌市柑橘品质鉴评活动中，

秭归九月红脐橙在早熟脐橙品类 12 个奖项中，揽获了 7 个奖项

（其中金奖 1个、银奖 3个、优秀奖 3个）。 

 12月除了是早熟脐橙上市的重要时期，也是脐橙园种植管理

的重要阶段。秭归县果茶发展中心建议留树保鲜的果树及时补充

树体营养，增强抵抗力，防止异常落果。广大果农采收完早中熟

品种的果园后，及时施入农家肥、生物有机肥等，及时进行冬季

修剪和清园。 

图 3 秭归脐橙电商销售均价与监测点交易量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表 2 秭归脐橙电商销售均价（单位：元/公斤） 

脐橙果径 九月红 

60-70mm 9.41 

70-80mm 10.81 

80mm以上 11.24 

12月 5日均价 10.52 

11月 28日均价 10.59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 

脐橙电商销售方面，目前秭归电商平台主销品种为九月红脐

橙。九月红脐橙走货量整体平稳。截至 12 月 5 日，秭归九月红

电商销售均价报 10.52 元/公斤，环比下跌 0.66%，同比上涨

1.25%。 

得益于秭归脐橙产业迅猛发展，秭归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催生了电商企业 2600多家、网店 8000余家，电商从业人员超过



 

6 万人，年销售额超 30 亿元。在湖北省近日公布的第六批

（2022-2023年度）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名单中，

秭归县获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的数量跻身湖北省第一。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宜昌市近日还在辽宁省盘锦市举办

宜昌柑橘（宜昌蜜桔、秭归脐橙）东北新发地品鉴会，与东北新

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签订 10 个水果门店和冷库租赁意向协

议，着力打造宜昌柑橘东北销售集散地。 

图 4 重点批发市场脐橙价格走势   

 

表 3 重点批发市场脐橙销售均价（单位：元/公斤） 

日期 

北京新发

地农副产

品批发市

场中心 

郑州万邦

农产品批

发市场 

湖南（长

沙）红星

水果批发

市场 

成都雨润

产品批发

市场 

沈阳八家

子水果批

发市场 

浙江嘉兴

水果批发

市场 

汕头市农

副产品批

发中心市

场 

12月 5日 9.20 5.80 6.40 5.90 8.20 8.30 6.10 

11月 28日 8.9 6.1 6.5 6.1 8.3 8 6.3 



 

数据来源：新华指数、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 

从全国市场来看，12 月份国内各大产区脐橙陆续上市，市

场供应较为充足。新华指数重点监测的七大批发市场数据显示，

本期脐橙市场批发均价为 7.23元/公斤。其中，北京新发地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中心的脐橙批发均价为 9.20元/公斤；浙江嘉兴水

果批发市场的脐橙批发均价为 8.30元/公斤；沈阳八家子水果批

发市场的脐橙批发均价为 8.20元/公斤。 

“受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今年早熟脐橙上市时间比

往年推迟了一些，加上农历春节又较往年提前了一些，今年柑橘

销售周期比去年要短，加上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柑橘市场销售

压力较大。”秭归县柑橘协会副秘书长胡志刚说。 

新华指数分析师建议果农及时关注指数走势，客观分析市

场，适时出货。 

http://www.baidu.com/link?url=h65ldKef6UtMfh3vpT_ErpNey8f5HZ-YiKmyoJWE1SdobaBdWR2_WEK1wZ373dWh


 

 

附录 1：全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走势1 
 

图 5 全国脐橙销地批发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新华指数 

据农业农村部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2月 5日,全国脐橙

销地批发周度均价报 8.87元/公斤，环比下跌 0.50元/公斤，跌

幅 5.34%；同比上涨 1.06元/公斤，涨幅 13.57%。 

 
1
 注：新华指数监测数据为批发市场内国产脐橙销售价格情况，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包括批发市场内国产

及海外进口脐橙的销售价格情况，两者监测口径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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