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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豆新作播种预计扩张，粕类窄幅震荡

投资策略建议：

豆粕：巴西大豆收割延迟，给美豆出口留下更多窗口期，压榨和出

口需求持续旺盛支撑美豆价格。因种植利润良好，美国农业部展望

论坛预计，2021 年美豆种植面积将增至 9000 万英亩，远高于上年

水平。短期美豆价格维持震荡走势。因巴西大豆装运延迟造成一季

度国内大豆到港相对偏少，部分油厂开机计划延迟，加上节后补库，

豆粕库存持续处于低位。但非洲猪瘟疫情加剧，或影响生猪产能恢

复节奏。短期豆粕或随外盘震荡，追高则仍需谨慎。

玉米：玉米期价反弹，节后现货市场节日氛围仍浓厚，市场购销活

动未完全启动，市场走势暂时缺乏指引。小麦等替代品使用上升，

进口谷物放量，政策面利空玉米价格。但主产区销售进度偏快，3

月后补库需求预期强。玉米价格短线 2800 附近震荡，重库存企业

建议买入看跌期权管理跌价风险。

鸡蛋：现货蛋价小幅下跌，市场进入传统季节性淡季，随着天气转

暖，产蛋量增加，市场供应恢复,05 合约上方空间较有限。从存栏

数据看，蛋鸡去产能基本到位，蛋价下方有支撑，且猪价反弹对蛋

价有带动作用，预计维持偏强走势。

生猪：本周毛猪价格继续下跌。节后消费回落，市场进入季节性疲

弱期，加上疫情影响下养殖户出栏积极性高，预计现货毛猪价将继

续偏弱走势。反映延期价格的 09 期货合约价格节后两个交易日大

幅反弹，市场对存栏恢复不如此前预期乐观。操作上偏多参与。

期权投资策略：

重库存企业持有玉米看跌期权管理库存风险

∟.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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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DA：截至 2月 11 日当周，2020/21 年度美豆周净销 45.59 万吨，符合市场预期，累计销售 5986

万吨为同期最高，去同 3336 万吨，三年均 3825 万吨，进度 97.75%同期最快。当周，对中国周

净销 1.94 万吨，累计销售 3587 万吨同期最高，去同 1215 万吨，三年均 1525 万吨。2020/21

年度美玉米周净销 99.92 万吨，符合市场预期的 80-120 万吨。

2. USDA 在年度展望论坛上表示，预计 2021/22 年度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为 9000 万英亩，略高于市

场预估的 8940 万英亩；预计 2021/22 年度美国玉米种植面积为 9200 万英亩，低于市场预估的

9290万英亩。而美国农民也担心拉尼娜现象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 4月份种植季节出现干旱，

尤其是在西部玉米带，如果拉尼娜持续到晚春，美国大豆种植面积预测可能会下调。

3. USDA 年度展望论坛预计，美国 2021/22 年度大豆单产料为 50.8 蒲/英亩，产量料为 45.25 亿蒲，

压榨量为 22.1 亿蒲，因利润率强劲以及国内对牲畜饲料豆粕需求强劲，出口量料下降至 22 亿

蒲，尽管全球进口需求增加，但因可出口供应有限，美国份额可能下降，期末库存料升至 1.45

亿蒲，但仍为历史性低位；预计 21/22 年度美玉米单产了为 179.5 蒲/英亩，产量料为 151.5 亿

蒲，期末库存料升至 15.52 亿蒲。2021/22 年度美国玉米和大豆期末库存预计小幅增加，显示

今年春季的大规模播种将缓解部分供应担忧。

4. 阿根廷农业部：2 月月报显示，阿根廷 20/21 年度大豆种植面积由 1690 万公顷上调至 1700 万

公顷。

5. 截至2月19日，巴西20/21年度大豆收割进度为12.4%，低于去同的30.4%和历史平均水平26.6%。

6. IMEA：截至 2 月 19 日，巴西马托格罗索州 20/21 年度大豆收割进度为 34.51%，低于去年同期

的 73.17%和历史平均的 57.96%。

7. 在恶劣的天气下，巴西港口的运输困难，巴西收获的大豆每天都在增长，目前已经达到 1590 万

吨，只有 8％的产品已经出货。港口地区降雨很多，这限制了卡车的装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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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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640.7万吨，3月份初步预估610

万吨，4 月份初步预估 760 万吨。巴西装船延误，2、3 月份进口大豆月均到港量较低，及春节期间

油厂停机，豆粕库存处于低位。截止 2 月 5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44.99 万

吨，较前一周的 41.84 万吨增加 7.53%，较去年同期 35.6 万吨增加 26.37%。按往年规律看，因春节

期间提货基本停滞，节后豆粕库存会短暂回升，但随着节后集中补库展开，豆粕库存将再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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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8日，广东港口内贸加进口玉米库存为 131.8 万吨，上期为 128.5

万吨，有小幅上升。受南北玉米价格倒挂影响，南方港内贸玉米量处于近六年低位，但进口谷物放

量补充，库存总体水平不低。当前南北港口价格倒挂，港口与主产区价格倒挂，主产区玉米向港口

及南下流动量不大，未来价格能否维持，主要关注需求恢复情况及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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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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假日气氛还未散去，市场需求难放量，本周豆粕成交依旧清淡。目前非洲猪瘟疫情持续有

发生，但总体仍处于可控状态，且春节后即将迎来补栏高峰期。加上 2020 年养殖端持续处于去产能

状态，禽类节后补栏需求旺盛，有利于豆粕需求回升。本周现货基差维持高位。截止 2 月 19 日，现

货基差报价，华北 M2105+280 至 300（跌 30），山东 M2105+250 至 270（跌 30），江苏 M2105+190

至 220（跌 30），广东 M2105+200（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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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9 日当周，节后现货市场节日氛围仍浓厚，市场购销活动未完全启动，玉米现货价总体持

稳，部分地区涨幅较大，低库存复工企业加价收购。期价连续两个交易日反弹，带动基差小幅走低，

但行情缺乏指引，预计期价维持高位震荡走势。鸡蛋现货价继续回落，节后传统季节性淡季来临，

需求不旺；期价表现强势，导致基差大幅回调。



饲料养殖 | 策略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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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合约历史波动率 23.56%，有自高位回调迹象，场内看涨/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9.86%/19.17%，场内期权隐含波动率同步回调，未来有可能继续走低。玉米主力 05 合约历史波动

率 17.31%，历史波动率自低位大幅上扬，场内看涨/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5.86%/15.44%，看涨期

权隐含波动率变化不大，但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有较大跌幅，显示市场看空情绪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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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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A 预测新年度美豆种植面积或提至 9000 万英亩，但巴西大豆收获继续延迟，美豆出口、压

榨需求旺盛，多空交织，本周美豆价震荡整理。人民币小幅贬值抵消巴西大豆升贴水报价下滑，大

豆进口完税成本基本稳定。截止 2 月 21 日，美湾大豆 2 月进口完税价 4321 元/吨（上周 4321 元/

吨），巴西大豆 2 月进口完税价 4222 元/吨（上周 4208 元/吨）。国内现货榨利良好，美湾大豆 2

月船期现货压榨毛利 351 元/吨；巴西大豆 2 月船期现货毛利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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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毛猪价格继续下跌。节后消费回落，市场进入季节性疲弱期，加上疫情影响下养殖户出栏

积极性高，预计现货毛猪价将继续偏弱走势。反映延期价格的 09 期货合约价格节后两个交易日大幅

反弹，反映出市场继续看好下半年猪价走势。现货蛋价小幅下跌，市场进入传统季节性淡季，随着

天气转暖，产蛋量增加，市场供应恢复,05 合约上方空间较有限。从存栏数据看，蛋鸡去产能基本

到位，蛋价下方有支撑，且猪价反弹对蛋价有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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