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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供应减少，需求改善，玉米多单参与

投资策略建议：

豆粕：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卡纳拉纳镇修订疫情封锁令，允许未来

10 天内外运农产品。不过，新冠疫情仍在蔓延，市场对南美出口

物流担忧不减，此外，美豆新季作物种植意向报告发布在即，播种

面积增加幅度或不及预期，短期美豆仍有支撑。国内方面，新冠疫

情导致巴西装船较慢，4月大豆到港量调低，油厂因原料短缺开机

偏低，豆粕库存也处于低位。而下游养殖利润较好，畜禽市场补栏

量提升，提振豆粕需求。在供应恢复前，豆粕维持偏强震荡，密切

关注出口国大豆装船情况。短多参与，关注 3000 整数点压力位。

玉米：基层玉米供应减少，市场主体入市购粮积极，持货待涨意愿

增强，支撑主产地现货价格。餐饮行业加速复工，饲用需求持续小

幅改善。09 合约站稳 2020 后，上方目标位 2100，多单参与。关注

临储政策出台。

鸡蛋：随着疫情管制放松，餐饮行业加速复工，鸡蛋消费恢复稳定。

当前蛋价偏低，养殖利润持续亏损，淘汰鸡力度可能加大，短期蛋

价下行空间有限。长期角度看，当前鸡蛋存栏量处于历史高位，且

养殖企业补栏积极性高，年度蛋价走势不乐观。06 合约站稳 3000

一线后，尝试多单入场。

期权投资策略：

多头参与玉米期权，不活跃合约谨慎参与。

下周关注:

1.美豆种植意向报告 2.出口国大豆装船 3.养殖补栏情况

2020.3.21-2020.3.27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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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3 月第 3 周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白条肉出厂均价为 46.87 元/

公斤，环比下跌 1.24%。3 月第 3 周商务部监测全国白条猪批发均价为 48.57 元/公斤，环比下

跌 0.92%。

2. 截止 3 月 20 日，黑龙江、山东等 11 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 8032 万吨，同比减少 720 万吨。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多措并举促进禽肉水产品

扩大生产保障供给的通知》，要求切实解决当前家禽水产业面临的“卖难”、产品积压等问题，

加快相关企业复工复产等。

4. 3 月 23 日，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创制的非洲猪瘟疫苗通过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组

织的专家评审，获准在指定区域开展临床试验。

5. USDA：截至 3月 19 日当周，美豆周出口净销增至 90.48 万吨，高于市场预估区间 40~80 万吨。

其中 2019/20 年度周净销 90.43 万吨，累计销售 3590 吨，较去年同期低 570 万吨，三年均值

4888 万吨，进度 72.3%落后去年同期 15 个点。当周，对中国周净销 19.93 万吨，2019/20 年度

累计销售 1234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 112 万吨，较三年均值减 1253 万吨。

6. 阿根廷布交所：截至 3 月 25 日，阿根廷 2019/20 年度大豆已收获 4.6%，快于过去 10 年均值水

平。一茬大豆收割结果显示单产接近或低于预期，二茬大豆产量前景继续下滑，若均得以确认，

大豆产量预估将下调至 5200 万吨以下。

7. 3 月 22 日，巴西马托格罗索州 Canarana 市宣布暂停向外运输农产品，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该市为巴西大豆和玉米的主要生产地。市长提出给予嘉吉、路易达孚和中粮等公司 10 天宽限期

以适应这一决定，该协议尚待签署。届时，大约 2000 辆卡车将可以在未来 10 天穿越该小镇，

让大部分收成运离该市。

8. AgroVoz：阿根廷谷物接收联盟(Urgara)要求暂停农产品出口，以降低在农业出口港口工作人员

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该组织强烈要求暂停所有外贸业务 15 天，因其认为在当前卫生紧急情况

下，多数港口活动不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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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图 1.大豆港口库存（万吨） 图 2, 豆粕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天下粮仓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74 船 482.5 万吨，因新冠疫

情，检疫环节时间增加，巴西装船较慢，4 月份最新预估下调至 680 万吨，约 50 万吨推迟，5 月初

步预估 880 万吨。进口大豆到港量较少，导致大豆压榨量持续减少，豆粕库存也有所减少，截止 3

月 20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32.57 万吨，较上周减少 26.06%，较去年同期

减少 47.72%。预计豆粕供应紧张局面将延续至 4 月下旬。

图 3.玉米港口库存 （万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截止 3 月 20 日，11 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 8032 万吨，随着春耕临近，农户售粮变现意愿增加。

市场各主体积极入市收购，持货待涨情绪上升，各环节库存上升，南北港口库存较年初有明显回升。



饲料养殖 | 策略报告

4

∟.基差

图 4.进口大豆升贴水（美分/蒲式耳） 图 5.豆粕现货基差 （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当前生猪养殖利润可观，养殖户补栏热情升温，饲料需求尚可，油厂货源紧缺及惜售，部分工

厂远月也已经卖超，停报现象较多，支撑豆粕价格。本周豆粕基差总体稳中略涨。 截止 3 月 27 日：

大连 6-9 月 M2009+100（上周 6-9 月 M2009+60）；日照 5 月 M2005+110（ 5 月 M2005+80）；张

家港 5 月 M2005+80（5 月 M2005+70）；东莞 4 月 M2005+90（3-4 月 M2005+80）。

图 6.玉米基差（元/吨） 图 7.鸡蛋现货基差 （元/500 公斤）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3 月 27 日当周，国内玉米价格维持偏强势头，东北主产区玉米现货价格继续稳中有涨，支撑全

国玉米价格。受其带动，南方现货价跟进，南北玉米价差收窄。玉米基差维持低位震荡。鸡蛋现货

价格周日先涨后跌，期货价格跌幅较大，基差被动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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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

图 8.豆粕主力合约历史波动率 图 9.玉米主力合约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豆粕期货历史波动率继续走高，目前高于场内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 1.4-2.8 个百分点左右，历

史波动率与隐含波动率差较前周有显著扩大，场内期权隐含波动率持稳，未来豆粕历史波动率有回

落可能。玉米期货历史波动率呈震荡走势，目前低于场内平值期权隐含波动率 1.9-4.5 个百分点，

玉米行情走势独立，未来玉米波动率偏于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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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利润

图 10.大豆压榨利润（元/吨） 图 11.淀粉-玉米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市场担忧南美大豆交付或将因新冠疫情受阻，加上因原油暴跌影响乙醇企业开机率，玉米酒糟

粕供应减少，市场预期豆粕替代用量将会增加，本周美豆价格反弹，带动国内大豆进口成本上升。

截止 3 月 27 日，巴西大豆 4 月进口完税价 3087 元/吨（上周 3000 元/吨），连盘油粕走高，大豆

盘面毛利略有增加，巴西大豆 4 月船期盘面榨利盈利 328 元/吨（上周盈利 319 元/吨）。若加征关

税取消，美湾大豆 5 月船期盘面毛利 195 元/吨；美西大豆 4 月船期盘面毛利 172 元/吨。

图 12.蛋鸡、肉鸡养殖利润（元/只） 图 13.生猪养殖利润（元/头）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猪肉价格维持小跌走势，鸡蛋价格跟跌。餐饮行业加速复苏，但整体需求仍显疲弱，高猪价对消费

抑制作用明显，生猪养殖利润下滑，但总体仍然可观，不影响补栏积极性。短期蛋价继续承压，但

绝对价位低，出现大幅下跌，后期有补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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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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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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