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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月油脂油料展望 

2019 年 10 月 24 日 

要点提示： 

1、产量及库存显著下调，利多美豆价格 

2、中美谈判取得进展，南美大豆升水下调 

3、国内月度进口大豆同比增长 

4、马棕榈油增产不及预期 

5、国内油脂库存下降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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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期末库存，利多美豆

走势。目前，美豆优良率继续低于往年同期，且主产区遭遇降雪侵袭，影响晚熟大

豆生长及收割工作。中美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恢复美豆采购，美豆得到进一

步提振，美豆价格预计仍将维持偏强走势。 

近期棕榈油走势受短期事件影响较大，印尼 B30生柴计划的确认对未来棕油消

费有较明显的利好作用，而马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则影响马棕油对印度的出口。10月

后马棕油将进入生产淡季，后续产量或有望开始转入下滑，但能否出现持续去库仍

将受制于需求端的有关情况。国内目前棕榈油需求尚可，但随着后期到港量预计增

多以及需求季节性转弱，国内棕榈油库存仍将面临压力。受中美关系缓和影响，南

美大豆升贴水下调，但美豆维持强势，受进口成本支撑，国内豆油走势相对偏强。

但受豆棕价差维持高位影响，豆油预计上行空间较为有限。菜油盘面走势平稳，现

货维持产销两弱，后市仍将受制于国内进口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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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月行情走势回顾 

因中美贸易磋商取得新进展以及USDA月度供需报告下调新季美豆产量及期末

库存，本月美豆价格得到有力提振。随后主产区遭遇降雪天气以及出口数据强劲，

美豆期价继续上行。本月国内油脂整体呈宽幅震荡走势，豆油受成本支撑走势偏强、

棕榈油价格、菜油盘面波动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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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及库存显著下调，利多美豆价格 

表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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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预测  10月预测 

产量 31,657.2 35,053.4 34,161.6 35,877.1 34,138.8 33,897.1 

进口量 13,334.6 14,421.6 15,299.6 14,634.9 14,819.7 14,809.7 

出口量 13,257.1 14,750.0 15,306.5 14,869.2 14,939.3 14,939.3 

压榨量 27,513.0 28,779.7 29,490.3 29,953.1 30,622.8 30,521.4 

总消费 40,770.1 43,529.7 44,796.8 44,822.3 45,562.1 45,460.7 

期末库存量 7,990.9 9,561.6 9,881.3 10,987.4 9,919.0 9,521.2 

库存消费比 19.60% 21.97% 22.06% 24.51% 21.77% 20.94%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10月USDA供需报告对全球大豆新作产量下调至3.3897亿吨（上月3.4139），期

末库存为0.9521亿吨（上月0.9919）。全球大豆产量及库存数据均显著下调，库存

消费比降至20.94%。 

美国2019/20年度大豆新作种植面积、收获面积预估分别下调20万、30万至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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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英亩、7560万英亩，单产预估由前月预估的47.9蒲式耳/英亩下调至46.9蒲式耳/

英亩，致产量预估下调0.83亿至35.5亿蒲。期初库存下调至9.13亿蒲，最终美国

2019/20年度大豆结转库存预估下调1.8亿至4.6亿蒲式耳。新季美豆产量及期末库

存显著下调，利多大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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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20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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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1万吨，较去年同期的108.7万吨提高419.0%，

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装船量为103.2万吨，高于去年同期的20.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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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美国大豆压

榨量为1.526亿蒲式耳，与8月压榨的1.68085亿蒲锐减9.2%，也远低于去年同期的

1.60779亿蒲。9月美国大豆压榨速度放缓，导致本月压榨量意外低于预期的主要原

因是榨利减少导致的季节性停机检修时间延长。 

截至2019年10月20日当周,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54%，之前一周为54%,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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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66%。美国大豆收割率为46%,之前一周为26%,上年同期为51%,五年均值为64%。

美国大豆落叶率为94%,前一周为85%,上年同期为98%,五年均值为97%。因今年播种

期推迟，以及此前美国中西部天气不佳，导致美豆收割进度低于往年同期水平。10

月中旬，降雪天气侵袭明尼苏达和爱荷华州，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晚熟大豆生长及收

割工作，也进一步巩固了美豆期价偏强走势。 

2.2 中美谈判取得进展，南美大豆升水下调 

据巴西政府数据显示，2019年9月份巴西大豆出口量为444万吨，同比减少

2.6%，环比减少16.5%。2019年1-9月巴西出口大豆6075万吨，同比减少12%。由于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企业加大对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市场的采购比例，自1

月份以来，巴西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数量占到出口总量的76%。目前巴西已开始新季

大豆播种，由于9月末以来巴西大豆主产区降雨量少且气温高，巴西农户播种工作

受阻。近期巴西大豆主产区降雨量逐渐增加，将利于播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10月10-11日，中美双方于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谈判。美方推

迟10月15日上调的2500亿美元商品关税从25%至30%，中国则承诺购买价值400-500

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态势得到缓和。由于中美两国贸易磋

商取得新进展，且近期我国买家陆续采购美豆，美豆升贴水报价上调，而南美豆

升贴水报价继续回调，以获得出口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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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大豆进口820万吨，较上月948.07万吨减少13.51%，

较去年同期800.96万吨增加2.38%；1-9月大豆进口6451.46万吨，较去年同期

7000.84减少7.85%。 

第13轮中美华盛顿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国承诺购买

价值400-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其中包括2000万吨大豆。“十一”假期后，中国

陆续恢复美豆采购，随着后期美豆陆续到港，国内缺豆预期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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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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下调全球及美国新季大豆产量及期末库存，利多大豆市场。

目前美豆收割进度低于往年同期水平，美豆产区遭遇寒冻天气，美豆期价得到进一

步支撑。中美第13轮贸易磋商取得进展，中国恢复美豆采购，美豆升贴水报价上调，

而南美豆升贴水报价下调以获得出口优势。国内大豆进口同比增长，随着后期美豆

陆续到港，国内缺豆预期减弱。 

2.4 马棕榈油增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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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9月毛棕油产量184万吨, 环比

增1.15%，同比减0.6%。库存245万吨，环比增9.27%，同比减3.21%。在报告发布之

前，市场普遍预期9月份产量将在190万吨左右，但是实际产量上升的幅度不及预期,

最终导致库存低于预期的250万吨以上，整体报告数据利多。 

进入10月，马棕油产地季节性增产仍未结束，西马南方棕油协会(SPPOMA)发布

的数据显示，10月1日-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比9月同期增3.91%。马来西亚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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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构ITS称,马来西亚10月1-15日棕榈油出口较上月同期减少7.7%至659550吨。

10月后棕油逐渐进入生产淡季，印尼已确认B30生柴计划将于2020年1月1日启动，

对未来棕油消费有较明显的刺激作用。近期马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已影响马棕对印度

的出口，马棕油能否出现持续去库仍将受制于需求端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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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油脂库存下降趋缓 

截止10月22日，国内豆油港口库存总量116.3万吨, 较上月同期增4.8%，较去

年同期降低28.3%。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55.9 万吨，较上月同期降4.6%，

较去年同期增幅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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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棕油库存出现连续调降，抵港延迟、卸船偏慢令国内棕榈油库存仍在较低水平。

近期棕榈油进口榨利回升吸引国内买船，后期棕榈油到港量预计将增多,促进棕榈

油库存止降回升。随着气温不断降低，也对棕榈油勾兑用量形成抑制，棕榈油现货

成交量有所减少。国庆节假后，油厂开机率逐渐重回高位，豆油库存仍缓慢上升，

供应充裕而需求处于节后阶段性淡季，豆油去库目前出现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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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差分析 

节后国内豆油整体走货速度尚可，美豆价格偏强使得进口成本提升，多数地

区豆油现货基差上涨。本月棕油反弹带动下游成交有所放大，全国港口地区棕榈油

现货基差持稳略涨，但随着棕油季节性消费的减弱，以及棕油买船增加，预计后续

棕油基差仍然有一定压力。菜油方面，中加关系紧张导致菜籽进口不畅，菜油维持

供需双弱局面，基差表现相对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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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后棕油逐渐进入生产淡季，印尼已确认B30生柴计划将于

2020年1月1日启动，对未来棕油消费有较明显的刺激作用。近期马印关系的不确定

性已影响马棕对印度的出口，关注印度进口政策。国内油脂去库进度趋缓，随着后

期棕榈油到港量增多以及阶段性淡季影响需求，预计后期油脂库存压力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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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期末库存，利多美豆走

势。目前，美豆优良率继续低于往年同期，且主产区遭遇降雪侵袭，影响晚熟大豆

生长及收割工作。中美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恢复美豆采购，美豆得到进一步

提振，美豆价格预计仍将维持偏强走势。 

近期棕榈油走势受短期事件影响较大，印尼B30生柴计划的确认对未来棕油消

费有较明显的利好作用，而马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则影响马棕油对印度的出口。10

月后马棕油将进入生产淡季，后续产量或有望开始转入下滑，但能否出现持续去库

仍将受制于需求端的有关情况。国内目前棕榈油需求尚可，但随着后期到港量预计

增多以及需求季节性转弱，国内棕榈油库存仍将面临压力。受中美关系缓和影响，

南美大豆升贴水下调，但美豆维持强势，受进口成本支撑，国内豆油走势相对偏强。

但受豆棕价差维持高位影响，豆油预计上行空间较为有限。菜油盘面走势平稳，现

货维持产销两弱，后市仍将受制于国内进口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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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

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

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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