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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向好，油脂偏强震荡 

-----2020年 8月油脂油料展望 

2020 年 7 月 30 日 

要点提示： 

1、USDA:美豆新作产量及库存上调 

2、南美大豆升水创高点，美豆价格优势增强 

3、国内大豆月度进口环比大增 

4、马棕榈油出口激增至库存下降 

5、国内油脂库存增速放缓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本月 USDA 供需报告上调全球大豆旧作产量和库存，美豆新作产量及库存均上

调，对大豆市场影响略偏空。美豆生长状况持续优于往年同期，新季美豆增产预期

仍较强。近期中国持续买入美豆提振美豆上涨，且美豆进入生长关键期，随时可能

出现天气炒作拉动豆价。预计短期美豆整体仍将延续震荡偏强走势。但在中美关系

趋紧背景下，市场忧虑后续中国对美豆的采购，美豆上行空间较有限。 

6 月马来棕榈油产量增幅超预期，但出口强劲令库存下降。近期印度和马来种

植区遇强降雨，或将影响棕油产量。叠加马来棕油出口需求改善，外盘上行支撑国

内棕榈油行情。国内进口大豆持续巨量到港，油厂开机率维持高水平，大豆原料供

应充裕。豆油市场成交情况良好，极大缓解了油厂庞大开机率情况下豆油高产出的

不利影响，国内豆油累库进度低于此前预期。棕油近期买船不多，库存仍处于较低

位置。菜油进口持续不畅，油厂开机及库存处低水平。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市场担忧后期美豆进口受影响，均对国内油脂市场构成提振。经过前期持续攀升，

近期油脂盘面恢复调整，在多方利好下，预计将维持偏强震荡。谨慎东南亚棕油产

地及美豆产区天气引起的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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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月行情走势回顾 

7月上旬，美国中西部地区高温干旱天气，或影响大豆生长并降低潜在产量，

提振美豆拉涨。中下旬，美豆出口销售强劲，且中国增加美豆采购，带动美豆继续

走高。本月国内油脂整体强势上行。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市场担忧影响后续美豆进

口，利多豆油市场。因预期东南亚主产国产量下降，以及马棕油出口改善，国内棕

油随外盘大涨。油厂走货良好，豆油库存增幅放缓，棕油库存下降，利好国内油脂

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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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A:美豆新作产量及库存上调 

表1：7月USDA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6月预估 7月预估 

产量 34829.8  34174.4  36054.8  33713.7  36284.8  36252.0  

进口量 14427.0  15322.9  14461.4  15762.1  15802.3  15802.3  

出口量 14693.4  15307.6  14841.2  15941.1  16198.0  16158.0  

压榨量 28765.1  29439.1  29733.0  30416.4  31370.9  31556.8  

总消费 43458.5  44746.7  44574.2  46357.5  47568.9  47714.8  

期末库存量 9447.2  9860.3  11273.5  9967.1  9634.0  9507.5  

库存消费比 21.74% 22.04% 25.29% 21.50% 20.25% 19.93%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本月USDA全球大豆供需数据显示，2019/20年大豆产量上调。其中，巴西大豆

产量预估上调200万吨至1.26亿吨，阿根廷大豆产量维持5000万吨不变。全球大豆

库存上调50万吨至9967万吨。美豆新作产量因收获面积增加随之相应上调，压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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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抵消了部分新作产量上调带来的供应增量，新作期末库存上调。本次报告对大豆

市场影响中性略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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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7月16日，2019/20年度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大豆销

售总量（已经装船和尚未装船的销售量）为1644.1万吨，同比增加15.0%。美国对

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装船量为1325.6万吨，高于去年同期的957.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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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美国大豆压榨量为1.673

亿蒲式耳，虽然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但是比去年同期高出12%，也高于市场预期水

平。由于充足的大豆供应以及大豆制成品需求较好，本年度（2019年9月开始）以

来美国大豆压榨量一直处在历史同期高位。 

截至2020年7月26日当周，美国大豆优良率为72%，去年同期为54%。美国大豆

开花率为76%，去年同期为52%，五年均值为72%。美国大豆结荚率为43%，去年同期

为17%，五年均值为36%。本年度自美豆进入播种期以来，美豆产区天气延续良好，

利于大豆播种和生长。目前美豆进入较为关键的结荚期，产量受产区天气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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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天气炒作引起的市场波动。 

2.2 南美大豆升水创高点，美豆价格优势增强 

据巴西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6月份巴西大豆出口量共计1375万吨，较5月份

环比减少11.35%；较去年同比增加51.60%。2020年1-6月份巴西累计出口大豆6382

万吨，同比增加36.25%。目前巴西2019/20年度大豆销售完成92.9%，上一年度同

期为71.1%。 

由于巴西大豆处于销售末期，货源趋于紧缺，近期巴西大豆报价不断走高，

价格优势减弱。本月巴西大豆对华装运量继续下滑，巴西大豆6月份对华装船量较

5月份环比减少12.52%，主要由于中国对更为便宜的美国大豆的采购增加。7月21

日美国下令72小时内关闭中国位于休斯敦的领事馆，随后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

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目前中美之间众多悬而未决的问

题可能造成贸易前景不确定，影响美豆的采购，后期需密切关注中美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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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大豆月度进口环比大增 

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6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为1116万吨，较5月份的938万吨

提高19%，较去年同期的651万吨提高71.4%。2020年1至6月份中国大豆进口总量为

4504.4万吨，较上年同期的3819.2万吨提高17.9%。6月份中国大豆进口量激增，主

要因为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大批到货。 

由于早些时候巴西货币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国内压榨企业订购大量巴西大

豆。5月下旬开始，进口大豆开始巨量到港。7月份国内大豆进口量可能继续高于正

常水平，预计将超900万吨,主要仍是巴西大豆。同时，近期中国加快美豆采购进度，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大豆到港量将持续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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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本月USDA上调全球大豆旧作产量和库存，美豆新作产量及库存均上调，

对大豆市场影响中性略偏空。目前，美豆进入生长关键期，谨慎产区天气引起的市

场波动。巴西大豆货源趋紧，升贴水大幅走高致价格优势减弱。国内6月进口大豆

延续大增，且中国增加美豆采购，国内大豆供应宽松，施压大豆市场。 

2.4 马棕榈油出口激增至库存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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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190

万吨，环比减少6.33%，马来西亚6月份棕榈油产量环比增加14.19%，为188.5万吨。

6月份出口量为170.9万吨，环比增加24.9%。产量增幅超预期，但出口强劲令马库

存下降。 

6月马来西亚毛棕榈油产量触及20个月高点，亦为2018年10月以来最高。据马

来西亚棕榈油协会（MPOA）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7月1-20日，马来西亚毛棕榈

油产量环比下降8.88%。因主产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大雨引发的供应忧虑推动马棕油

期价持续走高。因各国在放宽封锁措施之后，企业纷纷进行补库，且马来西亚将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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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口税率降至零，利好马棕油出口，6月出口量创2019年8月以来最高。尽管如此，

对第二波疫情可能进一步挫伤全球经济的担忧情绪，或将限制价格的上行潜力。关

注棕油后续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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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油脂库存增速放缓 

截止7月21日，国内豆油港口库存总量103万吨, 较上月同期增20.6%，较去年

同期降10.8%。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37.5万吨，较上月同期降6.48%，较去

年同期降低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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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大豆持续巨量到港，由于夏季大豆容易发热变质，沿海油厂开机率持续升

至超高水平。从5月下旬豆油库存开始止跌回升，目前仍保持升势。不过，近期国

内豆油市场成交情况良好，极大缓解了油厂庞大开机率情况下豆油高产出的不利影

响，这也令国内豆油累库进度低于此前预期。由于进口货物检验检疫的要求变高，

进口棕榈油船货卸货速度受影响，国内棕榈油库存仍处低位。菜籽进口不畅，油厂

开机率和菜油库存仍处于历史同期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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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差分析 

目前，沿海一级豆油现货基差在Y2009+140到320不等，较上月同期大幅上涨。

由于连盘油脂走高，提振市场信心，买家积极逢低补库，本月豆油市场成交良好，

基差表现偏强。东南亚棕油过量降雨引发供应担忧，马盘棕油行情强势上涨。国内

棕榈油到港延迟，棕油库存量不大，油厂积极提价。菜油方面，中加关系紧张导致

菜籽进口不畅，提振菜油行情。但由于与豆棕价差较大，买家采购积极性不高，预

计成交依旧将清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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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马来棕榈油产量激增，但出口强劲令库存下降。降雨过多引发洪涝，

市场预期东南亚棕榈油主产区产量下滑，及出口逐步改善，利好棕油走势。国内油

厂开机率仍维持超高水平，由于下游走货顺畅，豆油库存增速低于此前预期。棕榈

油和菜油库存仍处于低位，利好油脂市场。 

三、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本月USDA供需报告上调全球大豆旧作产量和库存，美豆新作产量及库存均上

调，对大豆市场影响略偏空。美豆生长状况持续优于往年同期，新季美豆增产预期

仍较强。近期中国持续买入美豆提振美豆上涨，且美豆进入生长关键期，随时可能

出现天气炒作拉动豆价。预计短期美豆整体仍将延续震荡偏强走势。但在中美关系

趋紧背景下，市场忧虑后续中国对美豆的采购，美豆上行空间较有限。 

6月马来棕榈油产量增幅超预期，但出口强劲令库存下降。近期印度和马来种

植区遇强降雨，或将影响棕油产量。叠加马来棕油出口需求改善，外盘上行支撑国

内棕榈油行情。国内进口大豆持续巨量到港，油厂开机率维持高水平，大豆原料供

应充裕。豆油市场成交情况良好，极大缓解了油厂庞大开机率情况下豆油高产出的

不利影响，国内豆油累库进度低于此前预期。棕油近期买船不多，库存仍处于较低

位置。菜油进口持续不畅，油厂开机及库存处低水平。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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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担忧后期美豆进口受影响，均对国内油脂市场构成提振。经过前期持续攀升，

近期油脂盘面恢复调整，在多方利好下，预计将维持偏强震荡。谨慎东南亚棕油产

地及美豆产区天气引起的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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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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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688号明豪大厦503室 

联系电话：0571-85180091 

 

长春营业部 

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以东、公平路以南民丰地块二（上东.城市之光）第5

幢0单元610-611号房 

联系电话：0431-8130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