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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基差走弱，可尝试短多远月合约

投资策略建议：

豆粕：美豆开始收割，产区天气好转，收割率高于预期，打压美豆

价格。不过，美豆出口需求良好，USDA 连续宣布对华出口，限制

美豆下跌空间。国内大豆到港量较大，油厂压榨量处于高位。但下

游养殖业回暖，节前备货仍在进行，豆粕出货速度普遍提升，库存

连续下降，支撑豆粕价格。短线豆粕随外盘震荡调整为主。

玉米：近期玉米市场缺乏热点，市场对前期台风影响下减产的关注

消退，玉米小幅回调。华北新季玉米大量上市，加上临储粮出库，

以及稻谷定向投放，玉米供应并不紧张，玉米前期涨幅已透支未来

减产利多，有继续回调可能。长期看，玉米年度供需缺口仍然存在，

大幅下行空间有限，未来高位震荡可能性较大。

鸡蛋：鸡蛋双节前备货旺季临近尾声，鸡蛋现货价有走弱迹象。期

货市场在修复前期过度跌幅，近期反弹明显，期现走势不同步。从

供需角度看，蛋鸡存栏处于高位，年内蛋价趋势仍然偏空，反弹空

间有限。可尝试短多远月参与反弹，注意规避近月合约风险。

期权投资策略：

无

下周关注:

USDA 季度库存报告、美国产区天气、巴西大豆播种情况

2020.9.19-20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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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农业部监测数据显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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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8 元/

公斤，环比下跌 1.85%。9 月第 3 周商务部监测全国白条猪批发均价为 47.03 元/公斤，环比下

跌 1.22%。

2. USDA：截至 9 月 17 当周，2020/21 年度美豆周净销增至 319.47 万吨，高于市场预估的 200~300

万吨，累计销售 3554 万吨为同期最高，去同 1215 万吨，三年均 1771 万吨，进度 61.5%创同期

新高，破 12/13 年度的同期纪录。当周，对中国周净销增至 187.91 万吨占比 59%，累计销售 1924

万吨同期最高，去同 205 万吨，三年均 450 万吨。自 9月 3日以来，美国农业部连续第 14 个工

作日报告对中国售出大豆，累计对中国销售 332.3 万吨大豆，同期还对未知目的地售出 204.35

万吨大豆。

3. Pro Farmer：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表示，资本限制和干燥天气料削减农户种植收益，可

能导致阿根廷 20/21 大豆和玉米作物产量不及今年。布交所预计阿根廷 20/21 大豆产量料下滑

至 4650 万，19/20 年度为 4960 万吨；玉米产量料下滑 300 万至 4700 万吨；小麦产量料下滑 130

万至 1750 万吨。

4.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受天气干旱以及政府实施资本管制的影响，作物利润遭到蚕食，

因此阿根廷即将种植的大豆和玉米产量将低于上年水平。阿根廷 2020/21 年度大豆产量预计为

4650 万吨，低于上年的 4960 万吨。大豆是阿根廷的主要经济作物，下个月潘巴斯平原的农户

将开始播种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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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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大豆到港初步预估 900 万吨，10 月预估 850 万吨，11 月预估 800

万吨。大豆到港量庞大，压榨量居高不下上周油厂压榨量创历史单周新高的 218 万吨。不过双节前

备货令油厂出货速度普遍较快，豆粕库存连续下降，截止 9 月 18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

粕总库存量 102.32 万吨，较上周的 106.65 万吨减少 4.06%，较去年同期 76.63 万吨增加 33.52%。

图 3.玉米期货库存 （手）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据天下粮仓调研数据，截止 9 月 25 日，广东港口内贸加进口玉米库存为 54.1 万吨，上期为 60.6

万吨，去年同期为 31.5 万吨。玉米从美国签订了大量 20/21 年度玉米进口合同，预计 10 月开始进

口到港量会显著增加。新季玉米上市，临储粮陆续出库，加上进口量到港预计稻谷等替代品使用，

玉米供应并不紧张。当前玉米涨幅，已在透支 2020/2021 年度国内玉米减产的利多预期，未来下跌

可能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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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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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豆收获压力显现，利空影响发酵，国内油粕走弱，吸引买家逢低补库。加上双节备货需求，

油厂豆粕成交好转，提货量维持高位。本周豆粕基差基本稳定。截止 9 月 25 日，现货基差报价：华

北 M2101+30（未变），山东 M2101-30 至-10（未变），江苏 M2101-40 至-20（未变），广东 M2101-40

（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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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当周，国内玉米现货均价基本持平，其中山东地区深加工企业采购价持续阴跌；期价

缺乏热点支撑，主力 01 合约逐渐下探 2400 一线，玉米基差出现反弹。从 9 月下旬开始，鸡蛋现价

有下跌迹象，期价反而开始修复前期过度下跌走势，转为上涨，导致鸡蛋基差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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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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呈现高位震荡走势，场内看涨/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6.64%/18.25%，场内期权隐含波动率同步小幅走高，豆粕价格波动加大，未来波动率有可能继续走

高。玉米期货价格自高位回落，历史波动率高位震荡，场内看涨/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5.99%/17.11%，场内期权隐含波动率小幅上升，目前波动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未来可能自高位下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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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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西部地区天气晴朗干燥，有利于秋粮收获，当前美豆收割率为 6%，高于预期及去年同期，

收获压力显现，打压美豆价格下跌。此外，即使巴西、美湾大豆升贴水报价维持高位，但因人民币

近期持续升值，本周大豆进口完税成本也出现下滑。截止 9 月 25 日，美湾大豆 9月进口完税价 3618

元/吨（上周 3634 元/吨）。不过国内油粕价格大幅走弱，大豆盘面压榨毛利跌至盈亏线附近，美湾

大豆 9 月船期盘面毛利 118 元/吨；巴西大豆 9 月船期盘面榨利毛利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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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猪肉价格继续下跌。双节临近，节前集中出栏增加，屠宰企业压价，加之储备肉持续投放

等因素打压，导致猪价节前上涨预期落空。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继续维持恢复势头，增长确定性较

高，玉米豆粕饲用需求稳步恢复。受原料跌价及蛋价反弹影响，蛋鸡养殖利润在现货价格反弹下维

持较好水平，肉鸡养殖利润转负。双节前的备货旺季临近结束，现货蛋价有走弱迹象。期价前期跌

幅过大，目前处于修复行情，但空间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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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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