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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美豆：美国大豆出口从 5851 万吨调增至 5906 万吨，压榨小幅调增 13 万吨至 5157 万吨。

这样就使得其他数据未做调整的情况下，新作初始库存减少 68 万吨至 940 万吨。美国新作

单产从 49.4 蒲式耳/英亩增加至 49.9 蒲式耳/英亩，对应的产量从 1.192 亿吨调增至 1.206 亿

吨，但是这部分新增量被出口 68 万吨的调增以及初始库存的减少予以冲销，使得 2017/2018

最终库存几无新的调整，但 1293 万吨的库存仍是自 07 年以来的新高。单产水平的再次超预

期上调，为美豆供应宽松再次加码，预期美豆价格将在收割之前震荡寻底。 

 

豆油：据天下粮仓数据统计，9 月预期到港在 752 万吨，10 月预期 720 万吨，11 月 880 万

吨。三个月总计 2352 万吨，去年同期 2147 万吨，2015 年同期 2015 万吨。国内整体大豆供

应充裕，虽说近期豆油库存由于双节消费加速从 144 万吨高位回落至当前 136 万吨水平，但

后续随着大豆的不断到港，油厂开机的回升，以及节后需求的放缓，预期豆油库存将阶段性

回升。豆油价格预期偏弱震荡整理。 

 

豆粕：本周豆粕价格在美豆报告给予偏空数据之后，期货价格于报告当天有较大幅度下挫，

并收于 2690 一线，基差由于现货端的相对抗跌——现货仅较上周五 2883 价格，下滑至 2876

位置，基差则与当天升至 186 位置。不过随着周五美豆价格的反弹，国内豆粕价格也有一定

幅度上涨，1801 合约周五收至 2738 元/吨。国内豆粕单边走势仍然跟随美豆价格，预期价

格难以出现大幅上涨，节前仍将是震荡偏弱的格局，基差仍有走强倾向。 

 

棕榈油：棕榈油 8 月产量数据较 7 月不增反减，给予了近月多头拉升的基础，同时马盘 FOB

价格配合从 692 美元涨至 720 美元。国内 P1801 较为强势，报告当天逆转颓势，录得新高，

当天振幅 200 点，并于周四最高上碰 5830 元/吨。同时，SGS 不错的出口数据也一定推涨棕

榈油的价格。市场预期 9 月份进口量约为 50 万吨，10 月进口量 45 万吨左右，届时将一定

程度缓解国内价格偏强的态势。同时个人认为，9-10 月份产量数据回复季节性增长概率较

大，预期节前价格会有概率回落，不过在 9 月产量数据不出之前，回落之后反复震荡概率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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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部分 

国外情况 

1. 美国农业部(USDA)周一公布的每周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 9 月 10 日当周，美国大豆生

长优良率为 60%，前一周为 61%，去年同期为 73%。当周，美国大豆落叶率为 22%，前一周

为 11%，去年同期为 24%，五年均值为 25%。 

 

2. 周度美豆出口销售 161.2 万吨，高于市场预期的 100-130 万吨水平 

 

3．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称，2018 年巴西大豆播种面积可能

增加，尽管全球大豆供应庞大。 

 

4. 【供需报告】美豆新季收割面积 8870 万英亩（上月 8870、上年 8270），单产 49.9（上月

49.4、上年 52.1，预期 48.7），产量 44.31 亿蒲（上月 43.81、上年 43.07，预期 43.21），期

末 4.75（上月 4.75、上年 3.45、预期 4.37）。 

 

后市观点 

美国大豆出口从 5851 万吨调增至 5906 万吨，压榨小幅调增 13 万吨至 5157 万吨。这样就

使得其他数据未做调整的情况下，新作初始库存减少 68 万吨至 940 万吨。美国新作单产从

49.4 蒲式耳/英亩增加至 49.9 蒲式耳/英亩，对应的产量从 1.192 亿吨调增至 1.206 亿吨，但

是这部分新增量被出口 68 万吨的调增以及初始库存的减少予以冲销，使得 2017/2018 最终

库存几无新的调整，但 1293 万吨的库存仍是自 07 年以来的新高。单产水平的再次超预期上

调，为美豆供应宽松再次加码，预期美豆价格将在收割之前震荡寻底。 

 

图 1：美国大豆新季销售 图 2：大豆优良率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图 3：美国大豆压榨当期值 图 4：美国豆油库存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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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美国大豆出口当期值 图 6：美国大豆出口累计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图 7：美国豆油出口当期值 图 8：美国豆油出口累计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图 9：汇率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国内情况 

 

据天下粮仓数据统计，9 月预期到港在 752 万吨，10 月预期 720 万吨，11 月 880 万吨。三

个月总计 2352 万吨，去年同期 2147 万吨，2015 年同期 2015 万吨。国内整体大豆供应充裕，

虽说近期豆油库存由于双节消费加速从 144 万吨高位回落至当前 136 万吨水平，但后续随着

大豆的不断到港，油厂开机的回升，以及节后需求的放缓，预期豆油库存将阶段性回升。豆

油价格预期偏弱震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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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大豆港口库存 图 11：豆油库存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图 12：压榨利润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  中辉期货 

 

图 13：基差 图 14：大豆当月进口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豆粕部分 

 

本周豆粕价格在美豆报告给予偏空数据之后，期货价格于报告当天有较大幅度下挫，并收于

2690 一线，基差由于现货端的相对抗跌——现货仅较上周五 2883 价格，下滑至 2876 位置，

基差则与当天升至 186 位置。不过随着周五美豆价格的反弹，国内豆粕价格也有一定幅度上

涨，1801 合约周五收至 2738 元/吨。国内豆粕单边走势仍然跟随美豆价格，预期价格难以

出现大幅上涨，节前仍将是震荡偏弱的格局，基差仍有走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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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 01 基差 豆粕周度库存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  中辉期货 

 

 

棕榈油部分 

MPOB 供需报告：马来 8 月棕榈油产量 181.06 万吨（预期 180 万吨，7 月 182.7 万吨，去年

8 月 170.2 万吨）；出口 148.8 万吨（预期 142 万吨，7 月 139.8 万吨，去年 8 月 182.4 万吨）；

8 月末棕榈油库存 194.2 万吨（预期 190 万吨，7 月 178.4 万吨，去年 8 月 146.4 万吨） 

 

SGS：马来西亚 9 月 1-15 日棕榈油出口 652350 吨，较 8 月同期增加 21.5%。 

 

棕榈油 8 月产量数据较 7 月不增反减，给予了近月多头拉升的基础，同时马盘 FOB 价格配

合从 692 美元涨至 720 美元。国内 P1801 较为强势，报告当天逆转颓势，录得新高，当天

振幅 200 点，并于周四最高上碰 5830 元/吨。同时，SGS 不错的出口数据也一定推涨棕榈油

的价格。市场预期 9 月份进口量约为 50 万吨，10 月进口量 45 万吨左右，届时将一定程度

缓解国内价格偏强的态势。同时个人认为，9-10 月份产量数据回复季节性增长概率较大，

预期节前价格会有概率回落，不过在 9 月产量数据不出之前，回落之后反复震荡概率较大。 

 

图 16：马来西亚产量 图 17：马来西亚出口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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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马来西亚库存 图 19：我国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图 20：基差 图 21：进口盈亏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数据来源：wind  中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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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辉期货研发中心编制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期货品种的要约或发出的要约邀

请。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中辉期货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含的信息和建议不

会发生任何变更。阁下首先应明确不能依赖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其次期货投资风险应完全由实际操作者承担。

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辉期货不对因使用本报告而引起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仅反映编写分析

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本报告所载的观点不代表中辉期货的立场。中辉期货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 

本报告以往的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反映及担保。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反映中辉期货于最初发表此报告日

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期货品种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 

中辉期货未参与报告所提及的投资品种的交易及投资，不存在与客户之间的利害冲突。 

本报告的版权属中辉期货，除非另有说明，报告中使用材料的版权亦属中辉期货。未经中辉期货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亦不得作为诉讼、仲裁、传媒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

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任何用途。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辉期货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

删节和修改。所有于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识均为中辉期货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识。 

 

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