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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油料一周新闻热点新闻资讯概述： 

国际 1.（大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 1

月 12日的一周，阿根廷大豆播种面积为 18,605,603公顷，相当于计划播

种面积的96.4%,比一周前的92.9%提高3.5%，和去年同期的播种进度类似。

交易所预计 2016/17 年度阿根廷大豆播种面积达到 1930 万公顷，比

2015/16年度的 2010万公顷减少 4%。 

2.（大豆）据巴西头号大豆产区马托格罗索州农业经济研究所（IMEA）称，

截至周五，马托格罗索州大豆收割工作已经完成 5.3%，相比之下，上年同

期为 2%。由于降雨充足，马托格罗索州农户去年提前种植大豆，因而也提

前收获。IMEA 的大豆市场专家 Ângelo Luís Ozelame预计马托格罗索州大

豆收获产量可能已达 150 万吨。   

3.（棕榈油）马来西亚船运调查机构 SGS 周一公布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

月 1-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520,332吨，较 2016年 12月 1-15日的 464,582

吨增加 12.0%。船运调查机构 ITS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月 1-15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513,762 吨，较 12 月 1-15 日出口的 481,349 吨增加

6.7%。 

4.（大豆）美国农业部在 2016 年农作物产量报告中预计 2016年美国大豆

产量为 43.07 亿蒲式耳，比上月预测值低 5400 万蒲式耳，主要原因是伊

利诺伊州和印地安纳州的产量数据调低。虽然仍是历史最高纪录，但是平

均单产数据从上月的 52.5 蒲式耳下调到 52.1 蒲式耳/英亩。大豆收获面

积预计达到创纪录的 8270 万英亩，比上月预测值低 31.1 万英亩。 

国内 1. （菜籽油）1 月 18 日临储菜籽油销售计划 98801 吨，实际成交 98801

吨，成交率 100%。最高成交价 76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250 元/吨，最低成

交价 5800元/吨较上周持平，成交均价 6777 元/吨，较上周的 6549 元/吨

涨 228元/吨。      

 

美盘：洪水助推美豆行情明显，市场重心明显转移至供给减少的焦点，美豆

站稳 1050 后有望继续上行，短期预计维持偏强。 

内盘：临近春节，产区大豆现货普遍在 1.9~2.1 元/斤，农民 2017 年备播意

向均转向大豆，近期产区大豆做种用较多遭农民疯抢，价格有望保持坚挺态势。

连豆 1705 重心上移收红，4150 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豆粕获得提振仰起脖子上

窜，但下有饲料企业备货接近尾声，难以撬动大的需求，2850之上多单可继续持

有，未有底单谨慎追涨。菜粕周 K线上破 2400，现货表现可圈可点，五日线之上

多单可继续持有。 

本周油脂爬坡艰难，棕榈油受到报告利空影响涨势受限，加上国内库存反弹

洪水夺人眼球  内盘反应略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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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格更是构成阻碍，五日线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NOPA 报告消息明显利空难以

支撑国内豆油价格，20日线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菜籽油本周拍卖成交均价照比

上周反弹，日内多单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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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图 1、油脂油料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2、油脂油料近一个月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本周油脂油料震荡，豆菜粕成了反弹先锋，棕榈油反而涨幅最小，由强到弱依次排

列为豆粕>菜粕>大豆>菜籽油>豆油>棕榈油。近一个月来看，菜粕豆粕反转成为最强品

种，菜籽油却居榜末，强弱排列为菜粕>豆粕>棕榈油>豆油>大豆>菜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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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美降雨和拉尼娜天气监测情况 

1、巴西未来 6~10 天气状况 

图 3、巴西未来 6~10 日整个大豆主产区的偏南部均较为干旱，尤其是南里奥格

兰德州，降水赤字在 50~70mm，其余地区均降水基本正常，利于早播大豆生

长。 

降水量 2017年（1月 24日---1月 30日） 与历史均值对比 2017年（1月 24日---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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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阿根廷未来 6~10日天气状况：大豆主产区降水距平历史同期均值较为正常，偏

北部地区照比历史平均有 15~25mm的赤字，对已形成涝灾的区域预计略有缓解，但对大

豆生长影响已然造成。 

 

温度 2017年（1 月 24日---1月 30日） 降水 2017 年（1月 24日---1月 30日）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 1 月 12 日的一周，阿

根廷大豆播种面积为 18,605,603公顷，相当于计划播种面积的 96.4%,比一周前的 92.9%

提高 3.5%，和去年同期的播种进度类似。交易所预计 2016/17年度阿根廷大豆播种面积

达到 1930万公顷，比 2015/16年度的 2010 万公顷减少 4%。 

据巴西头号大豆产区马托格罗索州农业经济研究所（IMEA）称，截至周五，马托格

罗索州大豆收割工作已经完成 5.3%，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 2%。由于降雨充足，马托

格罗索州农户去年提前种植大豆，因而也提前收获。IMEA的大豆市场专家 Ângelo Luís 

Ozelame预计马托格罗索州大豆收获产量可能已达 150 万吨。 

 

2、厄尔尼诺异常海温数据震荡 

图 5、太平洋海温异常指数监测数据  

太平洋海水异常温度监测                               厄尔尼诺发生概率预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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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OAA 南华研究                                      

海温异常指数在 2016 年 12月~2017 年 1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海温异常指数从

-0.5℃附近缓步攀升到了 0℃左右，拉尼娜的对南美天气影响已然越发的弱化，那就意

味着南美出现干旱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小，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 1 月 12 日的一周，阿

根廷大豆播种面积为 18,605,603公顷，相当于计划播种面积的 96.4%,比一周前的 92.9%

提高 3.5%，和去年同期的播种进度类似。巴西方面截至周五，马托格罗索州大豆收割工

作已经完成 5.3%，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 2%。由于降雨充足，马托格罗索州农户去年

提前种植大豆，因而也提前收获。整体来看，阿根廷播种接近尾声，巴西主产区马托格

罗索州已经开始早期的收割，阿根廷天气维持多雨，但巴西中部的主产区仍较为干旱，

若能持续至 2月则有望对价格支撑。 

 

3、美豆期价影响因素 

3.1 美豆出口需求对期价依旧利好 

图 6、周度出口净销售                                          单位：吨 

 
数据来源：USDA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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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周度出口检验量                                        单位：千蒲式耳 

 

数据来源：USDA 南华研究 

图 7、大豆到港 CNF                                         

 

数据来源：USDA 南华研究 

 

美国农业部(USDA)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当周，美国大豆

出口检验量为 1,409,466 吨，前一周修正后为 1,467,653 吨，初值为 1,457,230 吨。2016

年 1 月 14 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397,253 吨。本作物年度迄今，美国大豆出

口检验量累计为 35,849,221 吨，上一年度同期 30,579,085 吨。 

美豆出口步伐明显减缓，但目前市场的焦点已经不主要在出口之上，目前美国和巴

西大豆进口到港本月现货基本在 3640~3660 元/吨，照比上月上涨了 100~120 元/吨，页

带动了国内油粕的价格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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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减多减空，震荡对待 

图 8、美豆基金持仓和期价对比                  单位：左边手，右边美分/蒲式耳                

 

数据来源：CFTC 南华研究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的报告显示，投机基金在大豆期货和期权市

场大幅增持净多单。目前净多单持仓创下 2016年 11月 29日以来的最高值。截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的一周，投机基金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以及期权部位持

有净多单 131,522 手，比上周的 95,890 手增加 35,632 手。目前基金持有大豆期货和期

权的多单 161,500 手，上周 131,559手；持有空单 29,978 手，上周是 35,669 手。大豆

期货期权空盘量为 832,348 手，上周是 753,124手。 

从整体来看，2012年 9月达到的持仓高峰，期价曾到过 1600 的历史高位，但今时

不同往日，2016年 5月期权净多持仓达到 25万的峰值，但期价只在 1000处徘徊。短期

来看市场价格有望继续上行，但幅度仍会受到丰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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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籽压榨利润及厄尔尼诺数据 

1、油料压榨利润 

图 9、大豆油厂压榨利润                                        单位：元/公吨 

 

数据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0、豆粕库存与未执行合同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南华研究 

截止 2017 年 1 月 20 日，黑龙江大豆本月收购价环比上月持平在 3700 元/吨，豆粕

持平在 3300 元/吨，豆油价格走稳在 7450 元/吨，油厂压榨利润仍在 65 元/吨。山东大

豆价格环比上涨 100 元/吨至 3750 元/吨，豆粕报价报价下滑 300 元/吨至 3200 元/吨，豆

油报价环比下跌 170 元/吨至 7180 元/吨，原料上涨豆油上涨，但豆粕下滑幅度较大，油

厂每吨大豆压榨利润环比上月下滑了 373 元/吨至 34 元/吨，接近农历春节，油厂开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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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即将大幅下降。 

截止 1 月 20 日，我国大豆港口库存环比上月增加了 1.77％至 662.8 万吨，同比减少

了 1.68％，因本月压榨率高。大豆压榨率照比上月增加了 8.76 万吨至 194.63 万吨，开

机率增加了 2.64个百分点至 59.25％。截止 1月 15日油厂豆粕库存环比上月增加了 34.51

万吨至 70.86 万吨，增幅为 94.9％；未执行合同减少了 126.87 万吨至 398.79 万吨，减幅

为 27.3％。压榨利润较高促使油厂满负荷开机，但需求并未同步，豆粕胀库迹象出现，

加上年关将至，市场备货基本接近尾声，预计库存有望小幅回落。 

 

五、生猪价格以及养殖利润 

图 11: 外购仔猪养殖利润及猪肉价格                     图 12：生猪月度存栏率同比增减 

  
资料来源：农业部畜牧业司  南华研究 

近一个月来我国生猪价格止跌企稳，截止 1月 13日，生猪同比上月同期上涨了 0.69

元/千克至 18.06 元/千克，仔猪反弹了 3.79 元/千克至 44.81 元/千克，猪粮比价上扬

了 0.71 个百分点至 10.15 点。12 月国内生猪存栏率为 3.67 亿头，环比上月减少 750

万头，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646万头；能繁母猪环比上月减少 18万头，同比减少 132

万头。鉴于国内治理环境污染，生猪养殖扩张受到抑制，能繁母猪和生猪的低存栏为常

态，因此对于 2017 豆粕而言，只要存栏率没有大幅度的下滑，就不会对豆粕需求造成

打压型的利空。 

 

六、棕榈油价格情况 

6.1 棕榈油顺价销售持续 

图 13:我国棕榈油月度进口量                单位：吨   图 14：棕榈油进口分国别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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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15:棕榈油进口成本与现货报价对比      单位：元 /吨  图 16：棕榈油港口库存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马来西亚船运调查机构 SGS 周一公布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 月 1-15 日棕榈油出口

量为 520,332 吨，较 2016年 12月 1-15 日的 464,582吨增加 12.0%。船运调查机构 ITS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月 1-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513,762 吨，较 12 月 1-15

日出口的 481,349 吨增加 6.7%。 

连棕油目前进口呈现倒挂，其中印尼进口到港价格为 6500 元/吨左右，马来西亚 1

月现货进口到港完税价为 6850元/吨左右，而国内售价在 6638元/吨，目前来看印尼进

口虽为顺价，利润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这样的价格无法刺激马来西亚出口，国内进口有

望热情有望再度受到抑制，短期对国内消化库存有好处，但价格已经无太多上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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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马棕油进口成本大幅下滑了 81元/吨至 6868 元/吨，国内现货价格下跌了

211.7元/吨至 6638.33 元/吨，二者价差扩大了 130元/吨至 229.67 元/吨。内外价差倒

挂扩大使得国内现货难有大幅上行空间。 

六、菜籽油拍卖情况 

图 17、1月 18 日国产菜籽油抛售情况                             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18、2016 下半年国产菜籽油抛储情况                   单位：左吨，右元/吨 

 
数据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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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 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平台共安排国家临时存储菜籽

油销售计划 98476 吨，实际成交 97876 吨，成交率为 99.39%，出现了连续拍卖 13周以

来的首次没有全部成交。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75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50 元；最低成

交价为 5800元/吨，与上周持平；成交均价为 6730元/吨，较上周下降 53元/吨，连续

第四周下降，但仍远高于 5800元/吨的拍卖底价。 

自 2016 年 10月 12日起，本轮临储菜籽油竞价销售已举行了 15次，累计成交量达

到 148.53 万吨，总均价为 6677.5 元/吨，近期的成交价格下滑显示出年关备货基本接

近尾声，市场囤货的心理也在逐渐降低。 

 

 

七、后市展望 

图 19、美豆 03 合约日线走势图 

 

资料来源：博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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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大连豆粕 1705日线走势图 

 
资料来源：博弈大师 

 

临近春节，产区大豆现货普遍在 1.9~2.1 元/斤，农民 2017年备播意向均转向大豆，

近期产区大豆做种用较多遭农民疯抢，价格有望保持坚挺态势。连豆 1705 重心上移收

红，4150 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豆粕获得提振仰起脖子上窜，但下有饲料企业备货接近

尾声，难以撬动大的需求，2850 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未有底单谨慎追涨。菜粕周 K

线上破 2400，现货表现可圈可点，五日线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 

本周油脂爬坡艰难，棕榈油受到报告利空影响涨势受限，加上国内库存反弹对价格

更是构成阻碍，五日线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NOPA 报告消息明显利空难以支撑国内豆油

价格，20日线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菜籽油本周拍卖成交均价照比上周反弹，日内多单

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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