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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转淡，偏弱运行 

-----2019 年 5 月油脂油料展望 

2019 年 4 月 25 日 

要点提示： 

1、美豆出口表现差。 

2、南美新作丰收上市。 

3、进口大豆量持续低于去年同期。 

4、马棕油库存仍将高企。 

5、油脂库存有望回升。 

6、中加关系继续支撑菜油价格。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持续进行，美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来自南美丰产上市和

居高不下的库存，而受中国非洲猪瘟的影响，国内对大豆的需求减弱，无论是北美

还是南美，大豆出口前景均不乐观，庞大的供应压力始终利空美豆；国内对进口大

豆的需求受非洲猪瘟影响在下降，后续进口大豆到港量预计将继续低于往年同期。 

虽然因降雨偏少导致棕榈油增产不及市场预期，但库存高企仍将抑制棕榈油价

格上行；随着节日备货结束，油脂需求一般，库存预计有所回升，利空油脂价格；

因中加关系原因，菜油价格有支撑，后续需密切关注中加关系以及政策变动。 

操作上，豆油与棕榈油建议轻仓交易，菜油建议买入看跌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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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 月行情走势回顾 

CBOT大豆主力合约在4月整体呈下跌走势，主要因南美大豆丰收上市造成的

供应压力，美豆出口表现较差以及中国需求减弱，触及七个月低位。国内油脂在四

月整体表现先扬后抑，4月上旬因油脂需求转好，豆油和棕榈油库存下降，油脂价

格有支撑，而后因油厂榨利良好，开机率上升，导致豆油供应充足，且节日备货工

作结束，需求转淡，造成油脂价格下行。 

图 1: CBOT 大豆期价                                 图 2: 油脂期价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供需分析 

2.1 美豆出口表现差  

表1：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调整 

单位：万吨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3月预估 4月预估 

产量 32072 31657 34931 33999 36008 36058 

进口量 12436 13334 14437 15348 15122 15118 

出口量 12623 13257 14750 15299 15420 15433 

压榨量 26475 27513 28742 29526 30385 30379 

总消费 39098 40770 43492 44825 45805 45812 

期末库存量 7929 8035 9576 9809 10717 10736 

库存消费比 20.28% 19.71% 22.02% 21.88% 23.4% 23.4%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4月供需报告将2018/19全球大豆产量上调了50.3万吨，主要变动在于巴西

（上调50万吨），因而全球大豆期末库存进一步上调至1.074亿吨，但低于市场平

均预期的1.082亿吨，其它方面数据调整较小。总体来看，4月供需报告影响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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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在美国农业部公布的4月份美豆供需平衡表对美豆种用量与期末库存进行了

调整，因提高了种子用量，故而期末库存略下调500万蒲式耳。 

 表2：美豆供需平衡表调整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4月11日，2018/19年度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销售总

量为1292.2万吨，较去年同期的2887.7万吨减少55.3%。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装船

量是546.1万吨，仍然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615.7万吨。 

图 3：美豆周度出口（万吨）                           图 4、美豆月度压榨量（百万蒲式耳）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Wind 

美国油籽加工商协会（NOPA）公布的3月份压榨数据显示，2019年3月份

NOPA会员企业的美豆压榨量为1.7亿蒲式耳，达到市场预期水平，也是同期第二

高的记录。该报告显示，大豆的出油率高企，但出粕率减少，但美国本土豆粕需求

强劲，从而促进了大豆压榨量的提升。 

中美贸易谈判仍在继续，4月17日特朗普表示中美的贸易谈判将会获得成功，

并且“很快”会宣布谈判结果；美国贸易代表也将于月底访问北京，中国副总理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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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将在5月6日访问华盛顿，而两国元首可能最早在5月27日签署协议。双方贸易

谈判自去年12月开始已有近半年，目前看来中美达成协议的时间越来越临近。 

但面对越来越有把握的和谈，美豆价格未有起色，触及七个月低位，究其原

因，还是全球大豆供应过剩，今年在南美丰产，美豆旧作库存创历史高位，中国

因非洲猪瘟引发的大豆需求减少背景下，供过于求的格局更加明显，这将继续压

制美豆价格。 

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截至4月21日当周，美豆种植率为1%，低于市场预期，

今年春季美国先后经历暴雪洪涝等灾害，对春播作物的影响还有待评估，而随着

新作的播种，天气也将成为影响美豆走势的重要因素。 

2.2 南美新作丰收上市 

根据农业咨询机构AgRual的报告，截至4月19日，巴西大豆收割工作已经完

成92%，该机构预计巴西新作产量预估为1.146亿吨，比先前预测调高了1.5%。

阿根廷政府预计大豆产量为5590万吨，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周报称，截至

4月17日，阿根廷大豆收获进度达到34.1%。 

本月巴西政府公布3月份出口大豆895万吨，为同期第二高位。尽管3月出口

数据亮眼，但4月份该数据可能无法保持：巴西大豆收割工作已近尾声，而巴西南

部大豆的单产潜力改善，总产有望上调，但大部分农户的大豆销售比例低于前几

年的水平；根据巴西船运商发布的排期，4月份巴西出口量在880万吨左右，若预

测成真，巴西大豆四月出口量有望创四年最低记录。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南美进

口大豆贴水持续走低，也反映了近端时间大豆需求较弱。 

  图5: 进口大豆升贴水                                图6：巴西大豆月度出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巴西贸易部 

2.3 进口大豆量持续低于去年同期 

中国海关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3月大豆进口量为492万吨，同比减少

13%，环比增长10.3%。 

 图7：大豆月度进口量（万吨）                       图8：国内大豆库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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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国海关 

2019年前三个月中国大豆进口量为1675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14.4%。与前

几个月相比，目前进口大豆来源多元了许多，既有美国大豆，也有巴西新作，但进

口量同比下降趋势未改，主要因为非洲猪瘟的疫情还在持续，影响中国大豆进口需

求，后续月度进口量预计将继续低于往年同期。 

小结：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持续进行，美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来自南美丰产

上市和居高不下的库存，而受中国非洲猪瘟的影响，国内对大豆的需求减弱，无论

是北美还是南美，大豆出口前景均不乐观，庞大的供应压力始终利空美豆；国内对

进口大豆的需求受非洲猪瘟影响在下降，后续进口大豆到港量预计将继续低于往年

同期。 

2.4 马棕油库存仍将高企 

图9：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产量（万吨）                 图10：棕榈油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MPOB 

MPOB于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3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292万吨，

环比减少4.6%，这是在四个月之后库存首次降到300万吨以下。 

3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167万吨，环比增加8.3%，此前市场预期为165

万吨；出口量为162万吨，环比增加22.4%，创下六个月来的最大单月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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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马来西亚棕榈油处于增产周期，但受降雨偏少的影响，产量增长幅度

有限。而3月份棕榈油出口量大增的原因在于中国、印度等国增加进口，但从4月

中上旬开始，棕榈油出口速度就明显放缓，根据马来西亚船运机构ITS的数据统计，

4月前20日马棕油出口环比增加2.2%，整体来看，马来西亚的库存仍将继续高企，

施压棕榈油价格。 

 

图11：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出口量（万吨）              图12：马来西亚毛棕油结算价（马来西亚令吉特）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MPOB；Wind 

 

2.5 油脂库存有望回升 

截至4月24日，全国主要港口豆油库存达到120万吨，环比略有下降；国内棕

榈油港口库存为74万吨，环比下降3%。 

图13：国内主要港口豆油库存（万吨）                    图14：棕榈油港口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汇易;Wind 

4月油脂库存下降，一部分原因是4月上旬部分油厂检修，造成大豆压榨量减

少，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五一节日备货工作，油脂需求增加，导致库存有所下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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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随着南美大豆丰收上市，进口大豆成本走低，油厂榨利良好，后续豆油供应预计

较为充足，库存有望缓慢回升。 

 

2.6 中加关系继续支撑菜油价格 

继3月中国海关取消部分加拿大企业出口资质之后，中加的菜籽贸易基本停

滞。目前作为加拿大油菜籽的头号买家，中国已经加强对加拿大油菜籽船货的质量

检查，未来中国的油菜籽采购量将会大幅减少。 

本月17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发布会，表示加强进口油菜籽检疫措施将显著减少

我国油菜籽进口量，且前期长江中下游低温连阴雨天气，不利于油菜籽单产形成，

预计未来菜油供应偏紧。不过由于国内食用植物油整体供应较为充足，菜籽油的进

口减少不会对食用植物油供给造成太大影响。4月23日因市场传闻菜油进口政策出

现松动的迹象，郑油暴跌，当前菜油价格坚挺主要是基于中加关系，一旦关系缓和

或者政策出现变化，菜油价格将面临大跌的可能，建议谨慎参与菜油交易。 

 

2.7 基差分析 

4月油脂期现基差呈先抑后扬的走势，因美豆和进口大豆贴水走低导致进口大

豆成本下降，油厂榨利出现好转，因而油厂压榨积极性高，开机率变高，进而使得

豆油供应较为充裕，令基差走低，而后因油脂期货价格下跌，油厂为挺油价，致使

基差有所回升。目前油脂消费旺季尚未到来，后续基差预计以持稳为主。 

图15：一级豆油现货对豆油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图16：24度棕榈油现货对棕榈油主力合约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小结：综合以上因素可知，虽然因降雨偏少导致棕榈油增产不及市场预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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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高企仍将抑制棕榈油价格上行；随着节日备货结束，油脂需求一般，库存预计

有所回升，利空油脂价格；因中加关系原因，菜油价格有支撑，后续需密切关注中

加关系以及政策变动。 

 

三、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操作建议： 

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持续进行，美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来自南美丰产上市和

居高不下的库存，而受中国非洲猪瘟的影响，国内对大豆的需求减弱，无论是北美

还是南美，大豆出口前景均不乐观，庞大的供应压力始终利空美豆；国内对进口大

豆的需求受非洲猪瘟影响在下降，后续进口大豆到港量预计将继续低于往年同期。 

虽然因降雨偏少导致棕榈油增产不及市场预期，但库存高企仍将抑制棕榈油价

格上行；随着节日备货结束，油脂需求一般，库存预计有所回升，利空油脂价格；

因中加关系原因，菜油价格有支撑，后续需密切关注中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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