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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脂油料一周新闻热点新闻资讯概述： 

国际 1. （棕榈油）船运调查机构 ITS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2

月 1-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845,441吨，较 11月 1-25日出口的 895,625

吨下降 5.6%。 

2. （大豆）CFTC持仓报告显示，投机基金在芝加哥大豆期货和期权市

场继续减持净多单。截至 12月 20日的一周，投机基金在 CBOT大豆期

货以及期权部位持有净多单 11.17万手，比上周的 12.08万手减少 0.9

万手。目前基金持有大豆期货和期权的多单 14.98 万手，上周 15.73

万手；持有空单 3.81万手，上周是 3.66万手。 

3.（大豆）美国农业部(USDA)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22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710,188吨，前一周修正后为

1,741,703 吨，初值为 1,731,565 吨。2015 年 12 月 24 日当周，美国

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492,286 吨。本作物年度迄今，美国大豆出口检

验量累计为 31,376,361吨，上一年度同期 26,313,035吨。 

4.（大豆）美国农业部将在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布 11 月份的油籽压榨

数据。分析师们平均预计这份报告将显示 11 月份的大豆压榨量为

1.7076 亿蒲式耳，比去年同期高出 3.0%。11 月底的豆油库存预计为

17.83亿磅，去年同期为 19.14亿磅。                

5.（豆油）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 9 月美国生物

柴油产量为 135百万加仑，1—9月产量共计 1137百万加仑，高于 2014

年和 2015年同期的 917百万加仑与 948百万加仑。预计接下来的生物

柴油数据还会对豆油消费起到拉动作用，即使政策、法规方面出现变

化调整也需要时间，目前只是市场的预期及倾向性有所变化并发挥作

用。 

国内 1.（大豆）海关数据显示，中国 11月菜籽进口 30.5 万吨，较上月增加 24.4

万吨增幅 399.74%。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6.9 万吨减幅 18.39%；本年度

前 6 个月菜籽进口总量 159.4 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235.1 万吨减少 75.7 万

吨。 

2.（菜籽油）12 月 28 日临储菜籽油销售计划 98606 吨，全部成交，最高

成交价 7600元/吨，最低成交价 5800 元/吨，成交均价 6783元/吨，较上

周的 7043元/吨跌 260 元/吨。 

3.（大豆）国家粮食局日前对外公布《粮油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称，“十三五”期间，我国粮油加工行业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市场牛皮振荡  难有趋势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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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升级的安全优质营养健康粮油产品消

费需求为目标，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提高粮油加工业供给质量效

益，保障粮食安全，着力调结构、提品质、创品牌、延链条、促升级、增

效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美盘：美豆本周周线收于千元之上，出口的向好略有提振价格，但南美的天

气持续向好对价格的利空打压仍随时有望袭来，美豆若要站稳 1000 仍需利好消

息。 

内盘：本周国内的油厂停机消息未能对价格利好，现货表现不振拖累增加了

市场空头弥散情绪，1705 合约本周底部重心下移收阴线，日内可以 2900 为多空

分水上多下空操作。菜粕本周库存增加使得现货承压，1705 表现平平，日内 2300

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省内油厂陆续开机支撑国产大豆现货价格，1705 报收下影

阳线，4100之上日内多单可继续持有。 

菜籽油本周拍卖热情降温，成交价格下滑明显因现货价格滞涨，近弱远强格

局凸显，1705 合约 7000 整数关口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马棕高位震荡，国内内

外现货价格倒挂，对国内价格撑底，1705 多单依托 6200整数大关可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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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油脂油料一周涨跌幅度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2、油脂油料近一月涨跌幅度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农产品本周整体维持震荡走势，大豆领涨变成了领跌，油脂强于粕类，棕榈

油倒是成了最强的品种，整体强弱次序排列为棕榈油>豆油>菜籽油>豆粕>菜粕>

大豆。月度涨跌来看大豆本周涨势牛气，菜粕成了最弱，整体强弱次序排列为大

豆>棕榈油>豆油>豆粕>菜籽油>菜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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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尼娜异常天气监测情况 

图 3：太平洋海水异常温度监测                          图 4：厄尔尼诺发生概率预测指数 

 

 

资料来源：NOAA 南华研究 

 

拉尼娜在 8 月下旬宣告形成，到了 12 月初太平洋海温异常指数虽在-0.5℃之下，

但已经呈现海温升高，拉尼娜减弱的迹象。未来一周来看阿根廷降水较多，但巴西中部

的马托格罗索州略干，会否一直干旱下去利多行情还需继续关注。 

二、 国内大豆压榨量及豆粕库存一览 

1、豆粕需求不济，因供需两不振 

图 5: 大豆压榨量及开机率                     单位：吨  图 6：豆粕商业库存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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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2 月 30日，我国港口大豆库存为 657.6万吨，环比上月增加了 1.3％，12月

23 日全国压榨大豆量为 186.23 万吨，照比上周增加了 0.27 万吨，较上月增加了 3.74

万吨；油厂开机率为 56.69％，较上周增加了 0.08 个百分点，较上月增加了 1.14 个百

分点。截止 12 月 25 日，油厂豆粕库存照比上周增加了 7.36 万吨至 43.71 万吨，环比

上月增加了 11％；未执行合同减少了 72.05万吨至 449.7 万吨，环比上月增加了 4.6％。 

本周豆粕走货速度仍较慢，物流紧张未得到太多缓解，豆粕库存近两个月持续减少

的状况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库存增加而未执行合同也在大幅减少，这侧面反映了美

豆强势增加了出口的压力，美豆下破 1000 大关使得下游饲料企业积极备货速度放缓，

现货预计难有上冲动能。 

本月大连大豆现货价格照比上月上涨了 50元/吨至 3750元/吨，豆粕现货照比上月

上涨了 130元/吨至 3540 元/吨，豆油现货整体上涨了 200元/吨至 7300元/吨，预计短

期依旧粕弱油强走势。 

 

2、油菜籽进口成本与现货报价价差缩小 

图 7:油菜籽进口成本与国内现货报价价差  单位：元/吨    图 8：油菜籽月度进口量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本周进口菜籽在全球大豆下滑影响之下现货照比上周跌 98.74 元/吨，环比上月下

跌了 86.64元/吨至 3933.49 元/吨，而国内菜籽本月在供应趋紧的带动下上涨了 392.31

元/吨至 4684.62 元/吨，内外价差扩大了 498.49 元/吨至 751.3 元/吨，内强外弱导致

内外价差不断扩大，预计有望刺激进口菜籽进一步扩大。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 11 月菜籽进口 30.5 万吨，较上月增加 24.4 万吨增幅达到

399.74%。与去年 11月相比，减幅达到 18.39%；2016年 1~11月菜籽进口总量为 332.35

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415.55 万吨减少 20％。菜籽进口质检杂质指标暂不从严，前期进

口菜籽套盘压榨给出丰厚的利润，刺激国内厂商进口买船，11月菜籽进口大幅提高。跟

踪订船数据，12-3月份菜籽进口量有望增加，随着大量菜籽到港，有效保障工厂开工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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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菜粕价格本周下滑，后期预计走平                                     

图 9：菜粕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图 10：菜粕库存与油厂未执行合同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11:豆粕与菜粕、DDGS 价差对比                     图 12：DDGS 月度进口量               单位：万吨 

  
 

本周全国菜粕均价照比上周微跌了 11.17 元/吨至 2511.18 元/吨，照比上月下滑了

2.35元/吨。沈阳加籽粕（加拿大菜粕）报价下滑了 60元/吨至 2600元/吨；上海加籽

粕现货报价持平在 2600元/吨，江苏国产菜粕现货走稳于 2480元/吨，湖北国产现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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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持坚在 2480元/吨，贵州报价持稳在 2500元/吨，合肥现货报价走平于 2480元/吨，

成都报价下跌了 20 元/吨至 2480 元/吨。截止 2016 年 12 月 25 日，油厂菜粕库存照比

上月增加了 2.6万吨至 2.63万吨，增幅为 86.7％；未执行合同增加了14.45万吨至 58.65

万吨，增幅为 32.7％，看出菜粕未执行合同的增幅没有库存的增幅大，对现货压力较大。  

11月份我国 DDGS进口量为 16.33 万吨，高于上月的 13.5 万吨，去年同期为 46.49

万吨。1-11 月份我国累计进口量为 299.61万吨，同比去年同期的 639.8万吨下降 53%， 

DDGS 进口的缩量基本被豆粕所替代。目前国内豆粕现货价格 3400~3500 元/吨，菜粕现

货在 2400~2500 元/吨，豆菜现货均价价差在 1017元/吨，照比上月缩小了 22.5元/吨，

二者的期价价差却照比上月扩大了 21 点至 498，可看出在豆粕持续弱势的此时，菜粕现

货走势偏强，但期价仍是豆强菜弱，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 DDGS 进口较少，但大部分

需求替代都在豆粕之上，菜粕替代较少。豆粕尽管需求较好，但美豆的不给力，加上国

内今年进口猪肉大增，导致需求承压，油强粕弱也是豆粕期价较低的诱因。菜粕与 DDGS

价差缩窄了 47.91 元/吨至 354.51 元/吨，现货仍是结构为豆粕＞DDGS＞菜粕。 

 

三、 菜油现货以及抛储情况解析 

1、菜油临储成交及现货情况 

图 13:12 月 7 日菜籽油交易分省情况       单位：吨      图 14：菜油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12月 28 日临储菜籽油销售计划 98606 吨，全部成交，最高成交价 7600 元/吨，最

低成交价 5800 元/吨，成交均价 6783 元/吨，较上周的 7043 元/吨跌 260 元/吨。本周

的成交维持 100％，但成交均价照比上周的 7043.42元/吨下滑了 260.49元/吨，由于近

期现货价格滞涨，在年前备货接近尾声的此时接货热情有所减弱。12次的抛储计划拍卖

118.91万吨，成交共 118.91万吨，成交均价为 6675.67 元/吨。 

本周全国菜籽油均价照比上周下跌了 225 元/吨至 7272.5 元/吨，照比上月下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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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元/吨。四川菜油报价持稳在 7500元/吨；贵州菜油报价走平在 7300元/吨，湖北菜

油报价下滑了 250元/吨至 7400元/吨，而安徽报价下跌了 100元/吨至 7350元/吨一线，

江苏报价走跌了 50元/吨至 7250元/吨。抛储的成交热度减弱，现货飙升的基础不复存

在，菜籽油后市有望维持走稳。 

3、油粕比和三大油脂价差对比 

图 15:油粕比六年对比                                  图 16：三大油脂对比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国内豆油豆粕比目前反弹至 2.47 附近，环比上月反弹了 0.077 个百分点，因本周

豆油走势坚挺，比值继续上扬。 

本月油脂均高位横盘，棕榈油反而成为最抗跌的品种。菜油与豆油价差缩窄了 266

个点至 250，与棕榈油价差缩窄了 430 个点至 1028，豆油跟棕榈油价缩窄了 164 个点至

778。油脂集体回落可单边逢低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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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及后市预测市预测 

图 17、郑州菜粕 1705日线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18、郑州菜籽油 1705 日线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本周国内的油厂停机消息未能对价格利好，现货表现不振拖累增加了市场空头弥散

情绪，1705 合约本周底部重心下移收阴线，日内可以 2900 为多空分水上多下空操作。

菜粕本周库存增加使得现货承压，1705 表现平平，日内 2300 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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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油厂陆续开机支撑国产大豆现货价格，1705 报收下影阳线，4100 之上日内多单可继

续持有。 

菜籽油本周拍卖热情降温，成交价格下滑明显因现货价格滞涨，近弱远强格局凸显，

1705合约 7000 整数关口之上多单可继续持有。马棕高位震荡，国内内外现货价格倒挂，

对国内价格撑底，1705 多单依托 6200整数大关可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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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营业部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41 号大安大厦 A 座 8 层 

电话：022-88371080 

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26 层 

电话：021-50431979  

上海虹桥路营业部 

上海市虹桥路 663 号 1 楼、3 楼、7 楼 

电话：021-52585211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 2703 室 

电话：0755-82577529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8 号时代广场东座 717 房、718 房 

电话：020-38806542 

芜湖营业部 

安徽芜湖市中山北路 77 号侨鸿国际商城 904、906、908 室 

电话：0553-3880212 

重庆营业部 

重庆市南岸区亚太路 1 号 1 幢 1 层 1-2 

电话：023-62611588 

永康营业部 

永康市丽州中路 63 号 11 楼  

电话：0579-89292777 

南通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 89 号总部大厦 89 号六层 

电话： 0513-89011160 

厦门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96 号之二钻石海岸 B 幢 2104-2107 室 

电话：0592-2120370 

普宁营业部 

广东省普宁市中信华府南向门市东起 3 至 8 间首层至二层 

电话：0663-2663886 

海宁营业部 

海宁市钱江西路 238 号广隆财富中心 301 

电话：0573-80703000 

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232 号嘉华银行中心九楼 

电话：00852-28052658 

 
浙江南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0571-87994666 
 

南华期货分支机构 



 

 

免责申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我公司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的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报告

中的信息和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所载的数据、工具及材料均不能作为您所进行期货买卖的绝对依据。由于报

告在编写时融入了该分析师个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分析方法，如与南华期货公司发布的其他信息有不一致及有不

同的结论，未免发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了南华期货公司的立场，所以请谨慎参考。我公司不承担

因根据本报告所进行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 

另外，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只是反映南华期货公司在本报告所载明的日期的判断，可随时修改，毋需提

前通知。未经南华期货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内容不得以任何范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复印

本予以任何其他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遵循原文本意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南华期货公司”，并保留我

公司的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地址：杭州西湖大道 193号定安名都 3层   邮编：31002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 8888 910 

网址：www.nanhu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