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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美豆：本周美豆价格冲高回落，主力合约最高上探 1015 美分一线。上行的主要动力主要归

结于近期以及未来一周时间内阿根廷方面降水较少的预期，引发市场的担忧。价格尝试向上

无可厚非，不过碍于其仍处于播种期，天气状况暂时难以形成持续推升动力。每日观点中也

曾提到不建议追多的建议。但鉴于对后市美豆出口需求预期的好转，以及南美方面的不确定

性的存在，后市操作思路仍然维持逢低布局多单的建议，如果美豆价格能给到 950 美分以下

显然更好，但当前看似略有难度，投资者可视自身偏好选择入场点位。同时，本周美豆销售

数据突破 200 万吨，可能后续需求好转的预期将逐步兑现。 

豆油：本周豆油价格继续弱势下行，Y1805 合约收于 5872 元/吨，较周初开盘 6046 元/吨下

降 170 元，同时较现货下行幅度偏大，现货端普遍下行 60 元/吨的水平，盘面基差伴随上行。

库存方面，仍然维持在 168 万吨的高位居高不下，压力仍然偏大，市场上也一片悲观预期。 

短期之内油脂想要扭转颓势格局，难度还是偏高。 

但我们在悲观氛围当中时刻要关注后续市场拐点出现的机会，是压力总会有缓解时刻。随着

双节备货时点的临近，市场随时有现货端成交放量的情况出现。届时油脂价格将呈现阶段性

反弹的走势，油脂最坏的阶段将会过去。操作层面，虽然还不知油脂还有多少下行空间，前

期如无空单者，当前不建议继续追空，风险相对较高。静静观望即可，待底部企稳，市场焦

点转向双节需求，可尝试阶段性做多。不过，鉴于库存压力着实较大，价格上行料难一蹴而

就，底部争夺估计需要时间，底部确认之后，再入场较为稳妥。 

豆粕：国内豆粕价格本周同样跟随美豆价格冲高回落，如果不是做价差交易，只是做单边投

机，则重心放在美豆节奏上即可，国内属于跟随态势。本周周初由于央视对进口转基因证书

问题的报导，预期 12 月到港影响 100-150 万吨，国内主动大幅拉升。鉴于这种不确定性的

存在，国内外相对强弱方面，可能短期呈现国内稍强的格局，不过也不会过于离谱，如果国

内过强，给出较好的利润空间，油厂压榨套盘将入场调节，锁定利润。 

豆粕方面，同样维持逢低做多的思路，以待美豆价格上行跟随获利。 

 

棕榈油：棕榈油当然仍在走 11 月产量下滑不及预期的逻辑，且预期届时 MPOB 公布的 11

月库存数据有望继续攀升，棕榈油整体仍将继续承压。暂时看不到亮点。 

对于国内棕榈油来说，库存重新回到 48.6 万吨的水平。同时由于前期国内棕榈油进口倒挂

情况改善。市场预期国内 12 月进口量在 50 万吨左右的水平，国内较国际市场暂不会出现较

强表现。个人预期，棕榈油价格的崛起需要其他油脂引领，如菜豆油，后续棕榈油将呈现一

个被动跟随的角色。所以对于棕榈油来说，其判断重心放在豆油拐点之上，等待双节备货的

开启，有望一定程度的缓解压力。当前市场阶段，较为颓势悲观的预期，还不是现在的棕榈

油所能逆转的。其作为上涨驱动发力的时刻还要再等 2-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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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部分 

国外情况 

1. 2017/18 年度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大豆销售总量（已经装船和尚未装船的销售量）为 2065.7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2724.8万吨减少24.2%，上周是同比减少24.6%，两周前是同比减少24.4%。 

 

2. 美国农业部(USDA)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

验量为 1,800,452 吨，前一周修正后为 1,723,338 吨，初值为 1,578,592 吨。 

 

3.据农业咨询机构 AgRural 称，巴西农户基本上已经完成 2017/18 年度大豆播种工作。截至

11 月 30 日，大豆播种工作已经完成 92%，高于上年同期的 90%，也高于五年平均水平 87%。

10 月份降雨稀少造成大豆播种耽搁，不过 11 月份降雨稳定，令大豆播种进度加快。AgRural

预计 2017/18 年度大豆产量将达到 1.102 亿吨。 

 

后市观点 

本周美豆价格冲高回落，主力合约最高上探 1015 美分一线。上行的主要动力主要归结于近

期以及未来一周时间内阿根廷方面降水较少的预期，引发市场的担忧。价格尝试向上无可厚

非，不过碍于其仍处于播种期，天气状况暂时难以形成持续推升动力。每日观点中也曾提到

不建议追多的建议。但鉴于对后市美豆出口需求预期的好转，以及南美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存

在，后市操作思路仍然维持逢低布局多单的建议，如果美豆价格能给到 950 美分以下显然更

好，但当前看似略有难度，投资者可视自身偏好选择入场点位。同时，本周美豆销售数据突

破 200 万吨，可能后续需求好转的预期将逐步兑现。 

 

图 1：美国大豆新季销售 图 2：大豆出口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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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本周豆油价格继续弱势下行，Y1805 合约收于 5872 元/吨，较周初开盘 6046 元/吨下

降 170 元，同时较现货下行幅度偏大，现货端普遍下行 60 元/吨的水平，盘面基差伴随上行。

库存方面，仍然维持在 168 万吨的高位居高不下，压力仍然偏大，市场上也一片悲观预期。 

短期之内油脂想要扭转颓势格局，难度还是偏高。 

但我们在悲观氛围当中时刻要关注后续市场拐点出现的机会，是压力总会有缓解时刻。随着

双节备货时点的临近，市场随时有现货端成交放量的情况出现。届时油脂价格将呈现阶段性

反弹的走势，油脂最坏的阶段将会过去。操作层面，虽然还不知油脂还有多少下行空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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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如无空单者，当前不建议继续追空，风险相对较高。静静观望即可，待底部企稳，市场焦

点转向双节需求，可尝试阶段性做多。不过，鉴于库存压力着实较大，价格上行料难一蹴而

就，底部争夺估计需要时间，底部确认之后，再入场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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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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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豆粕价格本周同样跟随美豆价格冲高回落，如果不是做价差交易，只是做单边投机，则

重心放在美豆节奏上即可，国内属于跟随态势。本周周初由于央视对进口转基因证书问题的

报导，预期 12 月到港影响 100-150 万吨，国内主动大幅拉升。鉴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

国内外相对强弱方面，可能短期呈现国内稍强的格局，不过也不会过于离谱，如果国内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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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较好的利润空间，油厂压榨套盘将入场调节，锁定利润。 

豆粕方面，同样维持逢低做多的思路，以待美豆价格上行跟随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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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棕榈油当然仍在走 11 月产量下滑不及预期的逻辑，且预期届时 MPOB 公布的 11 月库存数

据有望继续攀升，棕榈油整体仍将继续承压。暂时看不到亮点。 

对于国内棕榈油来说，库存重新回到 48.6 万吨的水平。同时由于前期国内棕榈油进口倒挂

情况改善。市场预期国内 12 月进口量在 50 万吨左右的水平，国内较国际市场暂不会出现较

强表现。个人预期，棕榈油价格的崛起需要其他油脂引领，如菜豆油，后续棕榈油将呈现一

个被动跟随的角色。所以对于棕榈油来说，其判断重心放在豆油拐点之上，等待双节备货的

开启，有望一定程度的缓解压力。当前市场阶段，较为颓势悲观的预期，还不是现在的棕榈

油所能逆转的。其作为上涨驱动发力的时刻还要再等 2-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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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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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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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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