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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B30 计划对棕榈油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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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0 月下旬，印尼官方曾确认要通过调增国内棕榈油的出口关税以保障 B30 计划的顺利进行。根

据市场流传的阶梯式税率表，印尼 12 月毛棕榈油 FOB 的价格对应的出口关税大概在 135 美元/吨，

较目前统一的 55 美元/吨税率高出了 2 倍多。这代表着印尼棕榈油出口报价将大幅提升，届时部分需

求国将采购从印尼转向马来西亚，提振马棕出口，且替代品豆油和葵油的出口也将得以受惠，将对整

体油脂产生利好效果。 

由于此前拉尼娜降水和新冠疫情劳动力短缺影响了棕榈果收割，10 月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降至

三年低位，库存重建缓慢助推国内棕榈油主力合约和马来西亚毛棕榈油主力合约再度刷新年内高点。

因此，若 B30 计划调增税率能顺利落地将再度点燃市场情绪，对棕榈油市场形成良好提振。但是，截

至目前印尼调增出口的具体税率还未官方宣布，不禁引起市场担忧生柴掺混目标将再度削减，在一定

程度上打压了市场做多情绪。 

 

二、印尼生物柴油计划概况 

2013 年底，欧盟对印尼 PME 开征反倾销税，严重打击了印尼的生物柴油产业，因此在 2014 年

印尼为将生物柴油产业从出口导向转为国内消费导向，正式开启了其生物柴油掺混计划。2015 年下

半，印尼政府为支持生物柴油计划的实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生物柴油产业支持机制，其核心部分就

是由油棕产业基金会设立并运行的基金会，它将棕榈油及其衍生品的出口的税收，用于弥补生物柴油

和石化柴油之间的价差，保证了印尼国内掺混政策的有效执行。目前，印尼的生物柴油以实现国内消

费为主的目标，主要用于交通工具燃料，2017 年国内消费占比一度高达 91%。2019 年国内消费达

到 62 亿升，对应的棕榈油用量为 73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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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印尼生物柴油供需情况（单位：百万升）  图表 2：印尼生柴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USDA                               数据来源：USDA 

但是由于国内掺兑设施缺乏、政策实施力度较弱，2014—2017 年实质掺混比例其实并未达到强

制掺混的要求。以 2016 年为例，计划目标为 20%，实际掺混比例为 10.3%。直到 2018 年该情况才

得到好转，一是因为印尼国内棕榈油产量大幅增长，原料库存压力加大；二是因为欧盟和美国都分别

对印尼的生物柴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出口环境持续恶化。2019 年为扭转被动局面，印尼政府加大了

政策实施力度以扩大生物柴油内需，将实际掺混率提高至 20%，B20 计划应运而生。 

图表 3：印尼生物柴油掺混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USDA 

 

三、印尼 B30 计划概况及实施进展 

  2019 年，印尼 B20 计划从公共运输行业向全国非公共运输行业推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19

年印尼生物柴油产量为 81 亿升，国内消费 62 亿升，较 2018 年增幅 57%，且其对石化柴油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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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大幅减少，经常账户赤字改善。初尝甜头的印尼政府在 2020 年 1 月 1 日顺势推出了 B30 计划，

将强制掺混比例上调至 30%，设定了 960 万千升的掺混目标。对此市场曾预计 2020 年若印尼能如

期完成目标，那么将增加 140 万—270 万吨的棕榈油需求增量，扣除因欧盟反倾销税引起的出口下

滑量后，印尼的 B30 计划将净增加 75 万—205 万吨棕榈油需求量，提振棕榈油价格走势。 

但是 2002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印尼 B30 计划的节奏，原油大幅下挫，疫情笼罩下需求低

迷，B30 计划开展受阻。到 2020 年 1 月至 9 月印尼的棕榈油制生物柴油消费量仅为 617 万千升，

较设定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自 2018 年 12 月以后印尼政府将征税结构从固定税率改为基于价

格的结构征税，征税资金就出现了大幅削减。在原油暴跌大幅拉大了其与生物燃料的价差后，CPO 基

金流出速度加快，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这不仅会使 2021 年的 B40 计划无法推行，还会造成 B30

计划无以为继，导致棕榈油需求减少约 100 万吨左右。 

所以最近印尼政府将全年目标下调至 830 万千升，并有意通过上调出口关税补充 CPO 基金的资

金保证 B30 计划的进行。虽然目前具体税率情况并未官宣，但根据目前网传提案的内容来看，新的阶

梯级税率共分为 15 档，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表 4：印尼棕榈阶梯式税率表（单位：美元/吨） 

CPO 参考价 毛油出口征税 精炼油出口征税 

＜670 55 25 

671-695 60 30 

696-720 75 42.5 

721-745 90 55 

746-770 105 67.5 

771-795 120 80 

796-820 135 92.5 

821-845 150 105 

846-870 165 117.5 

871-895 180 130 

896-920 195 142.5 

946-970 210 155 

971-995 225 167.5 

＞995 240 180 

数据来源：网上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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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尼 B30 计划对棕榈油的影响 

柴油受到原油下跌和需求疲软的压制，价格在 340 美元/吨上下浮动，其与棕榈油的价差（POGO

价差）不断拉大。POGO 价差是生物柴油掺入柴油是否经济可行的重要指标，通常 POGO 价差越小

表明棕榈油作为生物柴油的混合原料越有吸引力。截止 11 月 11 日，POGO 价差扩大至 494 美元/

吨，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棕榈油作为生物柴油的吸引力愈发减弱，极大地打击了印尼棕

榈油的下游需求，限制了棕榈油的上涨幅度，也不利于印尼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 

图表 4：印尼棕榈阶梯式税率表（单位：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 

若印尼的 B30 新出口征税政策能够顺利开展，随着棕油价格走高，所适用的税率等级也越高，进 

一步推升了印尼棕榈出口价格。对于印尼而言，新的征税系统有利于保证生物柴油完成比例的抬升。

因为新的征税系统不仅能弥补印尼 CPO 基金的资金缺口以支持 B30 计划，也能为以后 B40 计划的

实施奠定基础，还可以助推国内生物柴油行业的持续发展，提高国内棕榈油消费量。对于马来西亚和

其他下游消费国来说，印尼这种安排具有助涨的作用。在明确政策出台前，会引发下游需求国的大量

采购，造成短期的供应紧张；后期随着政策的落地，部分需求国会将其采购从印尼转向马来西亚，提

振马棕出口，且替代品豆油和葵油的出口也将得以受惠，利好马来西亚棕榈油和国内棕榈油价格的走

高。 

但是，截至目前印尼出口附加税迟迟未得官方宣布，不禁引起市场担忧生柴掺混目标将再度削减，

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市场做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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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虽然目前原油走势偏弱，高的 POGO 价差对棕榈油需求有抑制作用，但是棕榈油产出疲软且步

入减产季，产地和国内库存重建缓慢，加之美豆强势，后期还有南美天气炒作题材，棕榈油易涨难跌。

若 B30 计划调增税率能顺利落地将再度点燃市场做多情绪，对棕榈油市场形成良好提振，棕榈油价格

仍有望继续上行，否之将成为利空因素打压棕榈油期价。需重点关注印尼 B30 计划新政策落地和进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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