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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美豆：对于美豆后续走势。影响一月美豆价格走势仍然是两大主因：一是，美国大豆的出口

销售情况能否好转；二是，天气状况能否出现异常，进而对南美产量造成影响。当前，从消

息面上来看，美国出口检验量，以及净销售延续趋弱。天气方面，阿根廷干旱问题有所缓解，

巴西有预期的降水，有利于单产水平的提升。所以综合来看，现在仍然不见美豆强势上扬的

驱动，价格预期短期仍显弱势。 

但对于此时的大豆，虽然做空有潜在获利可能，但是个人仍然倾向于规避做空的操作思路。

毕竟后续仍然相对看好美豆出口的需求后置，同时天气仍然未知。但同样的，寻求低位做多

的过程中，不建议左侧交易，待市场给予明确的基本面转好时确定入场较为稳妥。前期 950

美分下寻求做多的建议，本次做预期调整，中枢下移，谨慎操作。关于美豆后续价格走势到

底能否给予反弹契机，还是一路下穿 900 美分/蒲式耳，个人目前并不十分笃定，甚至可以

说 55 开。所以说，如果要做涨，建议右侧，不见实质利好，不动手。能置身战场之外，尽

量观望莫动手。 

 

豆油：关于豆油，一月份先不论走势，就基本面情况来说预期压力将有所缓解。毕竟 1 月份

属于传统的消费旺季无需置疑，春节需求备货将陆续启动，现货端销售提速，豆油库存的缓

解，将一定程度推升豆油的价格。同时对于供应端来说，由于 1,2 月份到港量的削减，以及

近期受美国内陆河道结冰的影响，到港量预期进一步下滑。所以油厂开机率料比之前期有所

下调。所以说，一月份开始，豆油将步入一个去库存的阶段，体现在价格上，可能就是价格

的逐步上扬反弹，脱离底部区间，中枢抬升。至于价格能否凌厉上涨，倒也不过分看好，毕

竟绝对库存的高位，仍然是悬顶之剑。 

 

棕榈油：国内棕榈油库存仍然相对偏高，在 60 万吨左右的水平，近期有所下滑至 58.6 万吨。

对于国内棕榈油来说，其实比较中庸，主要受外围棕榈油价格的影响，以及国内相关油脂的

价格比对。对于国内棕榈油单边价格走势，我们仍可以依托春节备货的整体油脂基本面的好

转，使其价格反弹，中枢抬升。 

主要还是关注国外基本面情况。一月上旬将公布 12 月马来西亚的供需数据，具体产量情况

如何，现在也不敢断言。市场上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棕榈油进入减产周期，当然，不可否认。 

但具体还是要看产量值到底减少幅度如何。在此时期，个人并不持减产周期就看涨的逻辑，

毕竟需求也在同期放缓，所以最终压力能否缓解还要看库存说话。但既然 11 月库存达到了

250 万吨以上的水平，压力的缓解相信也并非一蹴而就。所以说，在 1 月，并不期望国际棕

榈油端能够有较强上涨驱动，当然压力的缓解，对价格的支撑还是有的。 

 

月度报告·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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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部分 

行情回顾 

 

 

本月美豆价格在周初上挑之后，一路下挫，期间最高点 1022 美分/蒲式耳，最低点在 945

美分/蒲式耳的水平。整月下跌过程还是相当流畅。主要原因是在月初的市场背景下，阿根

廷降雨量较少，偏干旱，市场延续对阿根廷 17-18 年度产量的担忧。但是，咱们也在当初的

周报中对追多风险进行了提示——毕竟，当时阿根廷虽然干旱担忧存在，但是还未到阿根廷

大豆的关键生长期，所以实质性的影响可能还较为乏力。随后在叠加美国大豆出口迟迟不能

崛起，以及后续关于阿根廷干旱状况的缓解，外加巴西降雨的良好。美豆价格失去了支撑动

力，逐步下挫。 

对于国内豆油来说，一方面受美豆显弱的影响，价格也延续 11 月份的下跌趋势。但是更多

的还是国内自身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国内豆油库存不断攀升，是供大于求的最直接体现，

库存量最高逼近 170 万吨的水平，且直到月底才稍见拐点；另一方面，单从供应的角度来看，

由于市场对 12 月大豆的偏高到港量，同时叠加榨利的一直良好，油厂开机率一直处于高位，

周度压榨多在 195 万吨水平以上，这样就使得豆油的供应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最后，就是

由于市场情绪的普遍悲观，也对需求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周报中也曾提到，油脂方面的

逆转，或者称反弹，只能寄希望于月底的春节备货的提振。当前来看，貌似市场价格也对于

此利多，开始给予反映。 

 



               农产品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3 页 共 8 页 

 

当月国际重要消息汇总 

1. 美国农业部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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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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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139,436 吨，前一周修正后为

1,283,200 吨，初值为 1,283,200 吨。本作物年度迄今，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累计为 28,317,221

吨，上一年度同期 33,002,359 吨。 

 

4.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油籽加工月报显示，2017 年 11 月份美国大豆压榨数量为 520 万吨（1.73

亿蒲式耳），相比之下，10 月份为 528 万吨（1.76 亿蒲式耳），上年同期为 512 万吨（1.71

亿蒲式耳）。 

  11 月份毛豆油产量为 19.8 亿磅，环比减少 2%，不过同比增加 1%。精炼豆油产量为 14.6

亿磅，环比减少 9%，同比增加 1% 

 

后市观点 

对于美豆后续走势。影响一月美豆价格走势仍然是两大主因：一是，美国大豆的出口销售情

况能否好转；二是，天气状况能否出现异常，进而对南美产量造成影响。当前，从消息面上

来看，美国出口检验量，以及净销售延续趋弱。天气方面，阿根廷干旱问题有所缓解，巴西

有预期的降水，有利于单产水平的提升。所以综合来看，现在仍然不见美豆强势上扬的驱动，

价格预期短期仍显弱势。 

但对于此时的大豆，虽然做空有潜在获利可能，但是个人仍然倾向于规避做空的操作思路。

毕竟后续仍然相对看好美豆出口的需求后置，同时天气仍然未知。但同样的，寻求低位做多

的过程中，不建议左侧交易，待市场给予明确的基本面转好时确定入场较为稳妥。前期 950

美分下寻求做多的建议，本次做预期调整，中枢下移，谨慎操作。关于美豆后续价格走势到

底能否给予反弹契机，还是一路下穿 900 美分/蒲式耳，个人目前并不十分笃定，甚至可以

说 55 开。所以说，如果要做涨，建议右侧，不见实质利好，不动手。能置身战场之外，尽

量观望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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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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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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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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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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情况 

当月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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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观点：关于豆油，一月份先不论走势，就基本面情况来说预期压力将有所缓解。毕竟 1

月份属于传统的消费旺季无需置疑，春节需求备货将陆续启动，现货端销售提速，豆油库存

的缓解，将一定程度推升豆油的价格。同时对于供应端来说，由于 1,2 月份到港量的削减，

以及近期受美国内陆河道结冰的影响，到港量预期进一步下滑。所以油厂开机率料比之前期

有所下调。所以说，一月份开始，豆油将步入一个去库存的阶段，体现在价格上，可能就是

价格的逐步上扬反弹，脱离底部区间，中枢抬升。至于价格能否凌厉上涨，倒也不过分看好，

毕竟绝对库存的高位，仍然是悬顶之剑。 

图 10：大豆港口库存 图 11：豆油库存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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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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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油部分 

行情回顾 

 
棕榈油走势同样延续弱势。在 11 月公布了 10 月马来西亚的月度供需之后，产量爆发式增长

达到一年峰值，奠定了棕榈油有强转弱的基础，步入 12 月之后，随着市场对于即将公布的

11 月产量仍然较高的预期，在报告未给与公布之前，盘面价格就已经先一步对该利空给予

了体现。然后在偏空预期给予了印证之后，市场价格更一步趋弱。对于产地库存累积到 250

万吨水平，且冬季棕榈油消费放缓的背景之下，棕榈油的供需预期可谓是较为悲观。 

 

月度消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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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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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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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船运调查机构 ITS 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2 月 1-31 日棕榈油出口较前月增加

6.7%至 1,422,070 吨。11 月出口为 1,332,342 吨。 

 

后市观点 

国内棕榈油库存仍然相对偏高，在 60 万吨左右的水平，近期有所下滑至 58.6 万吨。对于国

内棕榈油来说，其实比较中庸，主要受外围棕榈油价格的影响，以及国内相关油脂的价格比

对。对于国内棕榈油单边价格走势，我们仍可以依托春节备货的整体油脂基本面的好转，使

其价格反弹，中枢抬升。 

主要还是关注国外基本面情况。一月上旬将公布 12 月马来西亚的供需数据，具体产量情况

如何，现在也不敢断言。市场上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棕榈油进入减产周期，当然，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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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还是要看产量值到底减少幅度如何。在此时期，个人并不持减产周期就看涨的逻辑，

毕竟需求也在同期放缓，所以最终压力能否缓解还要看库存说话。但既然 11 月库存达到了

250 万吨以上的水平，压力的缓解相信也并非一蹴而就。所以说，在 1 月，并不期望国际棕

榈油端能够有较强上涨驱动，当然压力的缓解，对价格的支撑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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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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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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