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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导致产区暴雨 利好玉米

华安点评及投资策略建议：

豆粕：市场对未来两月到港持悲观态度，叠加节前备货，现阶段提

货较好，国内库存豆粕持续下滑，国内供需偏紧，基差偏强运行，

供需报告利多叠加人民币贬值影响，期价单边走强，预计现货偏紧

影响基差依旧保持偏强运行，单边受新供需报告影响，价格重心上

移。

玉米：因前期干旱影响，本周一 USDA 报告下调玉米供应至多年低

位；近期又有台风“梅花”给北方主产区带来暴雨或影响新作收成

利好玉米。但短期国内或有增供预期，一方面是国内有玉米新作即

将上市，另一方面，进口或有增加：中国有进口巴西 100 万吨玉米

协议以及乌克兰有扩大粮食出口量计划，玉米期价维持震荡思路。

鸡蛋：中秋节后，市场减少鸡蛋消费，蛋价偏弱震荡，但国庆节将

至会提振市场消费鸡蛋，又有饲料成本支撑，预期蛋价上涨，上涨

幅度关注终端市场走货情况，建议 JD2301 合约逢低买入。

生猪：节后消费偏弱，屠企压价收货，但现阶段处于季节性旺季，

中大猪偏紧，养殖端出栏压力不大，散户出栏灵活，二次育肥也有

介入，供需之间进行博弈，预计短期价格震荡运行，等待国庆备货

提振，现在处于新一轮周期上行阶段，叠加季节性旺季提振，预计

生猪期价支撑较强，可以持回调做多思路。

期权投资策略：

建议买入豆粕看涨期权

下周关注:

种植产区天气；宏观货币政策；大豆到港情况

2022.9.13-2022.9.16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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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美国农业部(USDA)在每周作物生长报告中公布称，截至 2022 年 9 月 11 日当周，美国大豆生长优

良率为 56%，分析师平均预估为 57%，之前一周为 57%，去年同期为 57%；大豆结荚率为 97%，之前

一周为 94%，去年同期为 96%，五年均值为 98%；大豆落叶率为 22%，之前一周为 10%，去年同期为

35%，五年均值为 28%。

2. 美国农业部(USDA)9 月 12 日消息，美国农业部周一公布的周度出口检验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9月8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329,225吨，此前市场预估为40-65万吨，前一周修正为500,286

吨，初值为 495,845 吨。当周，对中国大陆的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46,281 吨，占出口检验总量的 44.4%。

2021 年 9 月 9日止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93,894 吨。本作物年度迄今，美国大豆出口检验

量累计为 381,524 吨，上一年度同期为 224,248 吨。

3. 美国农业部(USDA)9 月 12 日消息，美国农业部周一公布的周度出口检验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9月8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329,225吨，此前市场预估为40-65万吨，前一周修正为500,286

吨，初值为 495,845 吨。当周，对中国大陆的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46,281 吨，占出口检验总量的 44.4%。

2021 年 9 月 9日止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93,894 吨。本作物年度迄今，美国大豆出口检验

量累计为 381,524 吨，上一年度同期为 224,248 吨。

4.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压榨周报显示，过去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较一周前下降 3.35%，较去年同期

提高 23.17%。截至 2022 年 9 月 9 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为每蒲式耳 4.04 美元，一周前是 4.18

美元/蒲式耳，去年同期为 3.28 美元/蒲式耳。

5. USDA:截至 2022 年 9 月 8 日的一周，美国 2022/23 年度玉米净销售量为 58.3 万吨，当周出口量

为 42.7 万吨。本年度迄今为止，美国 2022/2023 年度累计出口销售玉米 1230 万吨，同比下降 49.9%，

其中向中国大陆累计销售玉米 336 万吨。

6.法国咨询公司 Agritel 表示，预计 2022 年乌克兰玉米产量降至 3024 万吨，因为冲突可能导致收

割面积减少。最新产量预期比 2021 年的创纪录水平减少近 1200 万吨，但仅略低于五年均值。预计

乌克兰 2022/23 年度的玉米总面积为 428 万公顷，低于 2021/22 年度创纪录的 550 万公顷，收割面

积相对于播种面积的损失比例估计为 7.7%；预计乌克兰玉米平均单产下降至 7.06 吨/吨，比上年的

7.7 吨/公顷降低 8.3%，但是仍比五年平均单产高 4.4%，因为大多数主产区的天气有利。

【华安解读】受产区不良天气影响，全球玉米预期减产;乌克兰粮贸恢复将进一步扩大玉米等出口，

全球玉米和小麦有增供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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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1. 豆系库存情况：据 mysteel 调研， 截止 9 月 16 日，主要油厂大豆库存为 464.99 万吨，较上周

减少 82.49 万吨，减幅 15.07%；豆粕库存为 51.16 万吨，较上周减少 15.38 万吨，降幅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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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解读】由于到港一般，叠加节日备货，下游预计未来两月供需偏紧，豆粕成交提货良好，库

存持续下降，有力支撑基差偏强运行。

2.玉米库存情况：截至 9 月 9 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262.6 万吨，周比减少 17.8 万吨；广东港

内贸玉米库存为 39 万吨，周比减少 11.7 万吨，外贸玉米库存为 41.7 万吨，周比增加 8万吨。截至

9 月 15 日，47 家规模饲料企业玉米库存 32.98 天，周比增加 1.34%。9 月 14 日当周，96 家主要玉

米深加工企业库存为 228 万吨，周比下降 11.73%。

图 3.玉米期货库存 （手）

【华安解读】港口玉米库存低于近五年库存均

值，下游迎来需求旺季，但受疫情影响局部地区

采购不畅。饲料企业备货意愿积极；深加工企业

库存近四年历史低位，节日效应下提升企业补库

意愿。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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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

1.豆系基差情况：9 月 16 日，全国豆粕现货均价 4918 元/吨，江苏地区油厂 9 月基差 M2201+850 元

/吨；10-11 月 M2301+800 元/吨；12-1 月 M2301+3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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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解读】供需偏紧，低库存支撑，基差偏强运行，预计短期无法改善，基差走势持偏强思路。

2. 玉米&鸡蛋基差情况：本周玉米和鸡蛋基差均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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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解读】因不利天气炒作，玉米预期减产，又有台风侵袭玉米产区利多玉米，预期基差走弱；

国庆节将至，鸡蛋即将进入备货旺季，预计鸡蛋基差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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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

豆粕&玉米波动率情况：

豆粕主力 01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25.82%，较上周五升 5.55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23.16%。

玉米主力 01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13.41%，较上周五降 2.56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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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解读】豆粕波动率走强，波动率水平处于历史偏高位置，可尝试买入豆粕看涨期权。玉米波

动率适中，可持有看跌期权管理下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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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利润

1.大豆&玉米利润情况：：9月 16 日，美湾大豆 10 月盘面榨利为-401 元/吨，盘面压榨利润较上周

下降；现货榨利 496 元/吨。9 月 15 日，河北、黑龙江、吉林和山东产区玉米淀粉利润分别为 48 元

/吨、-83 元/吨、-81 元/吨和-29 元/吨，周比分别增加 23 元/吨、25 元/吨、40 元/吨和 33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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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解读】供需报告影响，外盘偏强，盘面榨利走弱，叠加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现货榨利下滑。

本周玉米淀粉产区企业利润均有上涨，玉米淀粉库存走低和国庆将至，需求行情向好，企业开机率

提升，盈利有望持续走高。

2.禽类&生猪养殖利润情况：9月 16 日，蛋鸡养殖和肉鸡养殖利润分别为 0.67 元/只和 1.58 元/羽，

周比分别减少 0.43 元/只和 0.13 元/羽。9 月 16 日，自繁养殖利润 858.29 元/头，上周为 887 元；

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947.81 元，上周五 98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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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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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解读】中秋节后市场需求减弱以及饲料成本走高，禽类养殖利润回落，但国庆将至利好终端

需求，可提振禽类养殖利润，关注饲料成本变化。节后消费偏弱，压制价格，叠加饲料成本上涨，

生猪养殖利润小幅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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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