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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支撑，油脂偏强

投资策略建议：

豆油，本周豆油先抑后扬，因部分油厂豆粕库存有压力及临近年底，

局部油厂有停机检修计划，近两周油厂开机率明显下滑，南方部分

地区豆油供应偏紧，豆油库存持续下降，当前仍处于备货旺季，豆

油价格易涨难跌，建议 y2101 多单继续持有。

棕榈油，本周价格先抑后扬，船运机构 ITS 数据显示 12 月马棕油

出口环比增加 19.59%，马棕油库存将继续下降，虽然美国周三宣

布禁止从马来西亚一家公司进口棕榈油，给棕油市场带来一定利

空，但春节备货油脂消费较好，建议 p2102 多单继续持有。

菜油，本周菜油先抑后扬，当前菜籽油厂压榨量维持低位，油厂以

执行合同为主，由于备货启动，消费较好，菜油支撑较强，建议

OI2105 多单持有。

下周关注:

1. 美豆出口报告

2. 马棕油出口数据

2020.12.28-2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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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截至上周，阿根廷大豆播种进度为 77.2%，比前一周提高 9个百分点，但是低于去年同期的 79%，

也低于历史均值 83%。阿根廷的全季大豆播种完成 85%，二季大豆播种完成 60%。

2. 马托格罗索农业研究院（IMEA）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份巴西大豆种植成本环比增长 1 个百分

点以上。基于国际大豆公司发布的马托格罗索生产成本报告，11 月份巴西 2020/21 年度转基因

大豆的总支出为每公顷 4,676.95 雷亚尔，比上月的 4619.74 雷亚尔/公顷提高 1.24%。

3. 船运调查机构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 ITS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12 月 1-31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1,685,958 吨，较 11 月 1-30 日的 1,409,751 吨增加 19.59%。

4. 西马南方棕油协会(SPPOMA)发布的数据显示，12 月 1 日-25 日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比 11 月同期

降 15.09%，单产降 13.51%，出油率降 0.37%。

5.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的一周，美国 2020/21 年度大豆净销售量为 695,400 吨，比上周高出

97%，比四周均值高出 25%。主要买家包括中国(619,700 吨,其中 596,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

另有销售量减少191,000吨),埃及(91,800吨,其中27,100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印尼(88,900吨,

其中 55,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荷兰(88,600 吨,其中 80,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另有销售量

减少 600 吨),以及泰国(78,000 吨,其中 66,000 吨转自未知目的地，另有销售量减少 3,900 吨),

但是对未知目的地的销售量减少 588,100 吨。2021/22 年度的净销售量为 315,800 吨，销往未

知目的地(185,000 吨),中国(126,000 吨),以及日本(4,800 吨)。当周出口量为 2,438,400 吨，

比上周低了 3%，比四周均值低了 5%。主要目的地包括中国(1,465,000 吨),埃及(118,300 吨),

泰国(100,600 吨),荷兰(88,600 吨),以及日本(85,3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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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

1. 周国内豆油价格先抑后扬，呈“V”型趋势运行，周比有所下跌，截止本周四，国内沿海一级豆

油现货主流价格在 8690-8890 元/吨（天津贸易商 8690，日照贸易商 8700，张家港贸易商未报，

广州贸易商 8890），部分较上周跌 30-50 元/吨，也有部分稳定或直接停报。本周连豆油期价

震荡整理，买家观望情绪加重，本周国内豆油总体成交更加清淡，天下粮仓网统计显示本周全

国主要工厂的散油成交量为 24510 吨，较上周的 39200 吨降幅 37.47%。其中本周豆油现货共成

交 21910 吨，远月基差共成交 2600 吨；相比之下，上周共成交 39200 吨，其中豆油现货共成交

6400 吨，远月基差共成交 32800 吨。

2. 本周国内棕榈油先抑后扬，整体较上周下跌，截止本周二，沿海 24 度棕榈油价格较上周五下跌

210-250 元/吨，随后跟盘止降回升，收复部分失地，截止本周四，主流港口 24 度棕榈油价格

7290-7530 元/吨一线，较本周低位上涨 140-180 元/吨，但整体仍较上周跌 70-110 元/吨（天

津贸易商 7390 跌 70，日照贸易商 7380，张家港贸易商 7290 跌 110，广州贸易商 7310-7320 跌

80，厦门 7530 跌 70）。本周豆棕油价差有所扩大，截止本周四，豆棕价差在 1458 元/吨，较

上周五 1395 扩大 63 元/吨，但本周国内棕榈油期现货震荡下跌，且因冬季棕榈油消耗放缓，买

家入市谨慎，本周棕榈油市场成交冷清，本周总成交量仅 6150 吨（其中现货成交 6150 吨，远

月基差成交 0吨），较上周 5150 增 1000 吨，增幅 19.4%。

3. 本周国内进口菜籽压榨的菜油价格相比上周继续上涨，但涨幅放缓，国产菜油报价稳中有涨。

本周全国沿海菜油指数在 10263 元/吨，较上周 10258 元/吨涨 5元/吨，涨幅 0.05%。截至本周

五，长江中下游地区国产四级菜油出厂报价在 10600-11400 元/吨，相比上周涨 200-550 元/吨，

沿海油厂进口四级菜油报价在 10210-10390 元/吨，较上周涨 10-40 元/吨；内陆区域进口四级

菜油价格在 10300-10680 元/吨，较上周涨 40-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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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图 1，豆油库存 （万吨） 图 2，棕榈油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菜油库存（吨）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因压榨量大降导致豆油库存进一步下降，南方部分地区豆油现货供应趋紧，而春节备货还

在继续，豆油库存有望继续下降；ITS 数据显示，12 月马棕油出口环比增加 19.59%，当前仍处

减产周期，马棕油库存预计将继续下降，国内包装油备货旺季，但低温影响棕油消费，我国棕

榈油港口库存有望缓慢回升；菜油库存始终保持低位，虽然菜籽油厂开机率继续回升，但菜油

提货速度快，预计菜油库存将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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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

图 4，豆油现货基差 （元/吨） 图 5，24 度棕榈油现货基差（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6，菜油现货基差（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基差解读

本周油脂基差高位震荡。当前处于备货旺季，南方部分区域豆油供应趋紧，现货紧张，豆

油库存也进一步下降，基差预计将持续偏强。沿海及沿江菜油库存处于历史同期低位，菜油供

应十分紧张，由于春节备货，油脂需求将持续向好，油脂基差也将保持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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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油、棕榈油、菜籽油价差

图 7，豆油、棕榈油、菜籽油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油脂整体偏强运行，菜油与豆棕油价差继续拉大。美国从本周三开始禁止从马来西亚

生产商森那美种植园进口棕榈油，因该公司被指控强迫劳工，利空马棕油，相比之下，国内豆

油库存持续下滑，后续豆油价格较棕榈油或支撑偏强，预计豆棕油价差有望扩大。而菜油虽然

库存很低，但由于价格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需求，菜棕、菜豆油价差有望收窄。

∟.油粕比

图 8，油粕比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豆粕走势较豆油偏强，导致油粕比下降。水产养殖基本停滞，及禽类养殖持续亏损导

致当前存栏较低，加上年前生猪集中出栏，生猪产能恢复有所放缓，终端消耗迟滞，豆粕成交

清淡，油脂受低库存与春节备货的影响，需求持续向好，短期维持油强粕弱的观点，建议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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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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