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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周期中 猪价或有反弹可能

投资策略建议：

豆粕：原油强势回调，带动前期强势品种调整。受国内抛储以及远

期大豆到港影响，预计油厂开工将逐渐好转，远期强势基差有所松

动。豆粕库存处于低位，随着下游养殖需求恢复，豆粕供应仍然偏

紧，预计豆粕将维持偏强走势。

玉米：本周国内玉米期价下行。目前全国玉米售粮进度为 73%，同

比降低 10%。俄乌冲突、优质粮少和替代谷物价坚挺等因素支撑玉

米价格，近期卖压渐释，国家稳价保供政策调节，玉米期价回调。

短期内国内玉米新粮陆续上市，预期玉米期价偏弱震荡；全球通胀

和玉米供应偏紧状况短期难改，长期期价仍有上行趋势。关注抛储

政策、国际局势变化、贸易政策和售粮心态对玉米行情的影响。建

议 C2205 合约偏空参与，同时买入看涨期权对冲风险。

鸡蛋：本周鸡蛋期价震荡偏弱，目前鸡蛋市场处消费淡季，供应宽

松，养殖利润出现亏损。短期因俄乌冲突和高饲料成本抬高蛋价，

两会召开，国家释放保价稳供政策，蛋价回调，当前，蛋禽养殖利

润偏低，预期短期蛋价偏弱运行，震荡调整为主。建议考虑 JD2205

合约偏空参与。

生猪：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养殖户利润进一步下滑，有挺价意愿。

但受产能释放影响，生猪供应继续增加，猪价难以得到支撑。收储

对猪价提振有限，第二批收储消息公布后，猪价不涨反跌。短期猪

价有反弹可能，但趋势上仍处于下跌周期。

2022.3.7-2022.3.11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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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巴西农业部下属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巴西 2021/2022 年度大豆产量预估降至 1.227 亿吨

2.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阿根廷中北部农业带料迎暴雨，核心产区降雨较少。3 月 10 日后

未来几日，阿根廷北部和中部农业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将迎来暴雨和风暴，农户准备开始认真收

割玉米和大豆作物。

3. USDA：3 月 3 日止当周，美国 2021/2022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销售净增 220.43 万吨，较之前一周

大幅增加。当周，美国 2022/2023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销售为 89.50 万吨，市场预估为净增 90-150

万吨。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 79.70 万吨。当周，美国大豆出口装船 83.49 万吨，较之前一

周增加 11%，但较前四周均值下滑 26%。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装船 30.46 万吨。

4. USDA：3 月 3 日止当周，美国 2021/2022 年度豆粕出口销售净增 31.61 万吨，较之前一周显著

增加，较之前四周均值增加 49%;市场预估为净增 7.5-35 万吨。美国 2022/2023 年度豆粕出口

销售净增 0 吨，市场预估净增 0-5 万吨。当周，美国豆粕出口装船 25.31 万吨，较之前一周增

加 77%，较前四周均值增加 4%。当周，美国 2021/2022 年度豆粕新销售 34.36 万吨，2022/2023

年度豆粕新销售 0吨。

5. USDA：3 月 3日止当周，美国 2021/22 市场年度玉米出口销售净增 214.37 万吨--为市场年度高

位--较之前一周显著增加，较前四周均值亦显著增加，此前市场预估为净增 50-120 万吨。当周，

美国 2021/2022 年度玉米新销售 234.88 万吨，2022/2023 年度玉米新销售 2.29 万吨。

6. USDA：美国 2021/22 年度玉米收割面积预估维持在 8,540 万英亩；美国 2021/22 年度玉米产量

预估维持在 151.15 亿蒲式耳；美国 2021/22 年度玉米年末库存预估下调至 14.4 亿蒲式耳，此

前市场预估为 14.79 亿蒲式耳，2 月预估为 15.40 亿蒲式耳。

7. 外媒：巴西二茬玉米种植率为 81%，快于上年同期。拉尼娜现象仍然存在，而且在过去几周变

得越来越严重，几个月来，巴西气象学家─直警告称，持续的拉尼娜现象可能给巴西南部带来

霜冻。6月底之前的霜冻可能给帕拉纳州和南马托格罗索州的二茬玉米带来不利影响。

8. 中国农业农村部：2022 年第 9 周生猪及猪肉价格同比环比双降。2022 年 2 月 28 日—3 月 6日，

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4.08 元/公斤，环比下降 1.3%，同比下

降 53.1%。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 18.93 元/公斤，环比下降 1.6%，同比下降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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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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当周，美国大豆对华出口装船 30.5 万吨，较上周较少 25.83%；截止到 3 月 3 日，2021/22

年度美国累计对华出口销售大豆 2729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23.52%。按照 3 月船期预估，3 月到港

大豆在 650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100 万吨。国储抛储将展开，但远水不解近渴，油厂供不应求的

局面将持续。当前大豆及豆粕库存均处于低位，供应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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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深加工企业库存增加，据我的农产品对全国 96 家玉米深加工企业调研数据，截止 3月 9日，

企业库存为 554.7 万吨，周比增加 10.54%。北方港口玉米库存周比增加，截至 3 月 4 日，北方四港

玉米库存共计 343 万吨，周比增加 20.35%，除大窑湾暂时维稳外，其他三个港口玉米库存均增加。

广东港口内贸玉米库存周比减少 15.83%，外贸玉米库存周比减少 2.52%。新粮陆续上市，预期北方

玉米港口下海量将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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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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强势回调，带动前期强势品种调整。受国内抛储以及远期大豆到港影响，预计油厂开工将

逐渐好转，远期强势基差有所松动。广东地区 3 月基差报价 800 元，5 月报价 200 元，较上周有所

回落，但短期继续维持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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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召开后，国家释放保价稳供政策信息，玉米期价回落，玉米基差震荡走强。目前玉米现货

价上涨，玉米期价升水现货价幅度降低，秋粮售尽前，玉米期价仍有下行向现价修复压力。饿乌冲

突助涨全球通货膨胀，短期炒作行情拉升鸡蛋期价，本周鸡蛋现货价上涨，基差走强，目前鸡蛋市

场处于消费淡季，蛋鸡存栏量仍在历史同期低位，但高饲料成本和低养殖利润降低蛋鸡补栏热情，

炒作行情或可冲抵鸡蛋购销平淡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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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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合约历史波动率34.54%，环比上升5个百分点，场内平值看涨/看跌期权波动率为33.45%

和 33.05%。豆粕价格继续走高，推动波动率水涨船高。玉米主力 05 合约历史波动率 13.76%，环比

略有回落，场内平值看涨/看跌期权波动率为 11.26%和 11.41%。近期玉米、豆粕因俄乌关系紧张等

短期行情因素呈现震荡偏强走势，波动加大，可考虑牛市价差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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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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天气行情未歇，原油价格大涨对大豆价格又产生较强推动，价格延续上行走势。国储大豆

抛储后，市场供应预期增加，但油厂库存仍然偏低。盘面榨利为-146 元/吨，现货榨利为 538 元/吨，

环比下降。目前淀粉-玉米价差偏强运行，当前俄乌冲突助涨全球食品通胀，炒作行情推高玉米淀粉

价格，关注保供稳价政策向下调节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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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养殖户利润进一步下滑，有挺价意愿。但受产能释放影响，生猪供应继续

增加，猪价难以得到支撑。收储对猪价提振有限，第二批收储消息公布后，猪价不涨反跌。短期猪

价有反弹可能，但趋势上仍处于下跌周期。本周禽类养殖利润均显亏损，俄乌冲突导致全球油价和

食品价格上涨，养殖行业饲料成本上涨，禽类养殖利润均在盈亏平衡点以下。饲料成本持续走高，

节后市场消费平淡，预期禽类养殖利润将继续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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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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