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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美豆：美国农业部 12 月供需报告无甚过多亮点，稍微调低了出口预期，对应的结转库存也

有所调高。整体来看属于中性稍微偏空。美豆价格仍在 970 美分一线震荡。当前市场仍然处

于美豆出口销售阶段，以及对南美天气的关注之上。但当前的情况来看，美豆出口速度仍然

较慢，对行情形成拖累。南美方面本周阿根廷有所降雨，也缓解了部分天气的担忧。市场平

淡无奇，缺乏迸发的契机。后续主要关注美国大豆出口销售能否提速，同时市场对于拉尼娜

的发生已经形成共识，具体影响如何，要看天气具体表现，对阿根廷影响稍大。暂时仍然维

持震荡格局，不过要时刻保持警惕，逢低布局多单仍是倾向思路。 

豆油：豆油本周表现延续弱势，大有积重难返之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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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本周跟随美豆震荡下挫。国内自身没有过多突出矛盾，整体上跟随外盘美豆走势。

当前阶段对于油厂来说，仍然处于一个相对挺粕的时期，现货端表现料比盘面相对显强，基

差较难走弱。豆粕单边，同样维持逢低做多的思路，以待美豆价格上行跟随获利。套利方面，

可以关注 5-9 合约的正套操作。 

 

棕榈油：棕榈油 MPOB 报告对 11 月产量以及库存的偏空预期给予了印证。压力后置的预期

给予了体现，产区库存也大幅攀升到 255 万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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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需报告】美豆产量 44.25 亿蒲（预期 44.25、上月 44.25、上年 42.96），期末 4.45（预

期 4.45、上月 4.25、上年 3.01）。巴西产量 10800 万吨（预期 10821、上月 10800、上年 11410）；

阿根廷产量 5700 万吨（预期 5652、上月 5700、上年 5780）。 

2. 美国农业部(USDA)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07 日当周，周度美豆出口检

验量 1229817 吨，去年同期 1844192 吨；本年度累计 24086444 吨，去年同期 27950761 吨。 

 

3. 阿根廷政府：从明年开始，阿根廷将对生物柴油出口征收 8%的关税，同时阿根廷将减少

豆油出口关税 0.5%，为期两年。 

4.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 12 月 7 日的一周，阿根廷 2017/18

年度大豆播种进度提高到 53.2%，比一周前的 42.5%提高了 10.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4.4 个百分点。该交易所预计 2017/18 年度大豆播种面积为 1810 万公顷，这也将是大豆播种

面积连续第三年下降，因为农户转播玉米和小麦。 

 

后市观点 

美国农业部 12 月供需报告无甚过多亮点，稍微调低了出口预期，对应的结转库存也有所调

高。整体来看属于中性稍微偏空。美豆价格仍在 970 美分一线震荡。当前市场仍然处于美豆

出口销售阶段，以及对南美天气的关注之上。但当前的情况来看，美豆出口速度仍然较慢，

对行情形成拖累。南美方面本周阿根廷有所降雨，也缓解了部分天气的担忧。市场平淡无奇，

缺乏迸发的契机。后续主要关注美国大豆出口销售能否提速，同时市场对于拉尼娜的发生已

经形成共识，具体影响如何，要看天气具体表现，对阿根廷影响稍大。暂时仍然维持震荡格

局，不过要时刻保持警惕，逢低布局多单仍是倾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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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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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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11 月份大豆进口量 868 万吨，去年同期 784 万吨，上月环比 586 万吨。 

 

观点：豆油本周表现延续弱势，大有积重难返之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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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4 页 共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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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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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粕本周跟随美豆震荡下挫。国内自身没有过多突出矛盾，整体上跟随外盘美豆走势。当前

阶段对于油厂来说，仍然处于一个相对挺粕的时期，现货端表现料比盘面相对显强，基差较

难走弱。豆粕单边，同样维持逢低做多的思路，以待美豆价格上行跟随获利。套利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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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注 5-9 合约的正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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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12 月份全球农业产量报告显示，2017/18 年度印尼棕榈油产量预计达

到创纪录的 3850 万吨，比上月预测值以及上年均高出 250 万吨或 7%。收获面积预计达到创

纪录的 950 万公顷，比上年增加 3%，单产预计增加 4%，达到每公顷 4.05 吨。2017 年 2 月

到 9 月期间棕榈油月产量增至创纪录的水平，因为油棕榈树从厄尔尼诺现象中完全恢复。 

2、美国农业部发布的 12 月份全球农业产量报告显示，2017/18 年度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预

计达到创纪录的 2050 万吨，比上月预测值低 50 万吨或 2%，不过比上年增加 9%。成熟的油

棕榈种植面积预计达到创纪录的 520 万公顷，比上年增加 30 万公顷或 6%。单产预计为 3.94

吨/公顷，比上年增加 2%，不过比五年平均值低 5%。本年度棕榈油单产和产量预期恢复，

因为所有主产区的降雨将更为良好。 

3、【MPOB 供需报告】马来西亚 11 月棕榈油产量 194.28 万吨（彭博预期 201、路透预期 195，

10 月 200.88，去年 11 月 157.49）；出口 135.44 万吨（彭博预期 145、路透预期 145.5，10

月 154.87，去年 11 月 137.04）；11 月末棕榈油库存 255.66 万吨（彭博预期 250、路透预期

244，10 月末 219.01，去年 11 月末 165.59）。 

观点 

棕榈油 MPOB 报告对 11 月产量以及库存的偏空预期给予了印证。压力后置的预期给予了体

现，产区库存也大幅攀升到 255 万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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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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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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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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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