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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向好，油脂偏强运行 

-----2019 年 9月油脂油料展望 

2019 年 8 月 28 日 

要点提示： 

1、产量及库存调减，支撑美豆价格 

2、南美大豆丰产不改，升贴水略有回落 

3、国内月度进口大豆同比偏低 

4、棕榈油库存续降，产量压力不减 

5、国内油脂库存显著回落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本月 USDA 月度供需报告下调全球及美国大豆新作产量，美豆优良率继续大幅

低于往年同期，且 Pro Farmer 巡查结果也显示美主产区大豆荚数偏低，且低于去

年同期和过去三年均值。在新季供应收紧预期下，美豆价格预计仍将偏强震荡。 

受中美贸易战升级影响，南美大豆升水延续涨势。马来棕油库存续降，近期数

据显示马棕油出口仍较强劲而产量增速放缓。受进口成本支撑，国内豆棕油价维持

偏强。受中美贸易争端及猪瘟降低需求影响，国内大豆进口量仍同比偏低，目前多

数工厂豆粕胀库尚未缓解，开机率有所下降。9 月份适逢学校陆续开学及中秋、国

庆双节备货，油脂后市需求仍较乐观。菜油盘面价格维持偏强，现货库存呈回落之

势，但现货交投较为谨慎，中加关系若持续无法解决的话，供应紧张格局或将支撑

油价。受国内外环境影响，9 月国内油脂整体预计仍将偏强运行，后期产地天气和

产量仍是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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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月行情走势回顾 

本月美豆呈冲高回落走势，受美国农业部的月度供需报告下调新季美豆产量及

期末库存，美豆受利好带动反弹。后由于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美豆承压下行。本月

国内油脂整体走势偏强，豆油、棕榈油价格重心显著上移。菜油盘面表现稳健，维

持趋势上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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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及库存调减，支撑美豆价格 

表1：8月USDA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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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7月预测  8月预测 

产量 31656.5 35058.2 34153.3 36285.3 34704.2 34183.4 

进口量 13334.6 14421.6 15299.6 14751.2 15081.7 14886.7 

出口量 13257.1 14750.1 15308.4 14830.1 15125.9 14917.3 

压榨量 27513 28779.7 29521.3 29976.9 30785.3 30707.8 

总消费 40770.1 43529.8 44829.7 44807 45911.2 45625.1 

期末库存量 8040.4 9615.8 9910.2 11453.3 10452.5 10174.2 

库存消费比 19.72% 22.09% 22.11% 25.56% 22.77% 22.30%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8月供需报告对全球大豆新作产量下调至3.4183 亿吨（上月3.4704），期末库

存为1.0174 亿吨（上月1.0453），虽然全球大豆产量及库存数据均有所下调，但库

存消费比为22.3%，仍处于偏高水平，全球大豆供需仍呈现宽松格局。 

本月美新豆单产维持上月预估不变但面积意外大幅下调，总产量仍被调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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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维持上月预估不变，但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致出口需求疲软，本月美豆出口预估有

所调低。期末结转库存依旧遭遇下调，且明显低于此前预期，本次报告对大豆市场

影响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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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2018/19年度美国对华大豆销售总量（已

经装船和尚未装船的销售量）为1407.3万吨，较去年同期的2792.2万吨减少49.6%。

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装船量为1170.4万吨，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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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压榨报告显示，2019年7月份美国大豆压

榨量为1.68093亿蒲式耳，比6月份的1.48843亿蒲高出12.93%，较2018年7月份同比

高0.21%。这是自6月触及的21个月低位大幅跃升至纪录第六月度高位，基于充足的

大豆供给和榨利走扩，预计未来1至2个月，美豆压榨量将大概率维持相对高位。 

新季美豆由于晚播致生长期延迟，截止2019年8月25日当周，美国大豆结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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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9%，五年均值为91%；开花率为94%,五年均值为99%。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55%，

之前一周为53%，去年同期为66%，美豆优良率仍低于历史同期水平。Pro Farmer 田

间巡查数据也显示美大豆结荚数偏低，由于大豆生长进度落后，Pro Farmer 预计

美豆单产降至46.1蒲/英亩，低于USDA 预计的48.5蒲/英亩。虽然近期美国大豆产

区降雨量预计增加，但后期单产仍面临较大不确定，在供应预期收紧的背景下，美

豆价格大概率将偏强震荡。 

2.2 中美贸易战升级，南美大豆升水大涨 

据巴西政府数据显示，巴西7月出口大豆782万吨，低于6月的907万吨，较去

年同期1020万吨减少23.3%。2019年1-7月巴西累计出口大豆 5466万吨，低于去年

同期累计5647万吨。因中国非洲猪瘟的爆发抑制需求，7月份巴西对中国出口大豆

较上年同期减少20%。今年1-7月期间,中国共计购买3922万吨巴西大豆,同比减少

10.6%,仍占到巴西大豆总出口的74%。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7月我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后，国内大豆

进口企业加大对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市场的采购比例，南美大豆升贴水报价也

持续跟随中美贸易摩擦演变调整。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称将上调中国输美商

品关税, 随后中国宣布中国企业将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 基于市场对于中国对巴

西等地大豆的需求将增加的预期，近期南美港口大豆升水报价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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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月度进口大豆同比偏低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大豆进口总量为864.0万吨，比6月份的651.3万吨提

高32.7%，比去年7月份的800.5万吨提高7.9%。1-7月大豆进口4690.57万吨，较去

年同期5284.54万吨降幅11.24%。 

8月中旬，美方宣称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分两批自2019 

年9月1日、12月15日起实施。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约750亿美元

商品，加征10%、5%不等关税，同时，中国相关企业也已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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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不确定性，且我国进口美豆仍维持28%的高额关税，加上

人民币贬值，进口成本将有所增加，中国买家目前购买美豆仍持谨慎态度。国内非

洲猪瘟疫情发展形势依旧严峻，疫情频发造成生猪存栏量下降显著减少了饲料需

求，中国对于南美大豆的进口量也同比偏低，后期大豆进口量预计仍将低于往年同

期。 

图7：大豆月度进口量（万吨）                       图8：国内大豆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国海关 
 

小结：本月USDA美新豆由于面积意外大幅下调，总产量仍被调低。目前美豆生

长状况仍不及往年同期，后期单产仍面临较大不确定。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使得市场

对于中国对巴西等地大豆的需求预期增加，近期南美港口大豆升水报价大涨。由于

中美贸易争端以及非洲猪瘟降低需求，中国大豆进口量预计仍将低于往年同期。 

2.4 棕榈油库存续降，产量压力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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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数据显示，7月末该国棕榈油库存环比下滑0.8%至

239万吨。7月棕榈油产量环比增长15.1%至174万吨，出口上升7.4%至149万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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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从前月的10.1万吨锐减至3.7万吨。产量高于预期，创下年內最高单月水平,但因

出口增幅好于预期，且进口量下滑，导致月末库存不增反降，报告偏多，库存减少

也进一步支撑基准棕榈油期货价格。从船运数据来看， ITS 和 Amspec 分别预估8

月1-25日马棕出口预计较上月同期增加 18% 和21.5%，而 SPPOMA预计8月1-25日马

来西亚棕榈油产量较上月同期下降3.31%。中上旬马棕出口强劲而产量增速放缓，

库存仍存在下降可能。棕榈油产量通常在第三到第四季度达到季节性峰值，接下来

的8-10月份或将迎来棕榈油产量的高峰，后期供应压力预计将施压棕榈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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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油脂库存显著回落 

截止8月27日，国内豆油港口库存总量117万吨, 较上月同期减8.6%，较去年同

期降低16.8%。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61.8 万吨，较上月同期降4.8%，较

去年同期增幅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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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国内油脂库存呈连续下降之势，菜籽油库存小幅微降、豆油库存和棕榈油

库存均成下滑之势。部分工厂豆粕胀库尚未缓解，近期油厂开机率偏低，也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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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豆油库存的下降。当前正处于中秋节、国庆节前的备货旺季，国内油脂去库存较

好。随着节日备货的进行,后市油脂仍处于去库存阶段，使油脂市场得到一定提振。 

2.6 基差分析 

当前菜油采购意愿仍然较弱，中加关系好转前，菜油预计维持供需双弱局面，

基差较前期有所回落。受小包装油备货带动的影响，华东、华南、华北等多数地区

豆油现货基差持续上涨，基于压榨量不及预期及进口大豆的成本支撑，后续豆油基

差预计整体仍然维持偏强。全国港口地区棕榈油成交继续回暖，受高豆棕价差以及

需求带动，棕油基差整体仍然偏强，重点关注后续棕油到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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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增幅好于预期，库存减少也进一步支撑基准棕榈油

期货价格。8月中上旬马棕出口强劲而产量增速放缓，后期或将迎来棕榈油产量的

高峰，供应压力预计将施压棕榈油价。本月国内油脂库存呈连续下降之势，随着节

日备货的进行,后市油脂仍处于去库存阶段，使油脂市场得到一定提振。 

三、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本月USDA月度供需报告下调全球及美国大豆新作产量，美豆优良率继续大幅低

于往年同期，且Pro Farmer巡查结果也显示美主产区大豆荚数偏低，且低于去年同

期和过去三年均值。在新季供应收紧预期下，美豆价格预计仍将偏强震荡。 

受中美贸易战升级影响，南美大豆升水延续涨势。马来棕油库存续降，近期数

据显示马棕油出口仍较强劲而产量增速放缓。受进口成本支撑，国内豆棕油价维持

偏强。受中美贸易争端及猪瘟降低需求影响，国内大豆进口量仍同比偏低，目前多

数工厂豆粕胀库尚未缓解，开机率有所下降。9月份适逢学校陆续开学及中秋、国

庆双节备货，油脂后市需求仍较乐观。菜油盘面价格维持偏强，现货库存呈回落之

势，但现货交投较为谨慎，中加关系若持续无法解决的话，供应紧张格局或将支撑

油价。受国内外环境影响，9月国内油脂整体预计仍将偏强运行，后期产地天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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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仍是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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