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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预期反转，油脂延续筑底 

-----2019 年 7月油脂油料展望 

2019 年 6 月 27 日 

要点提示： 

1、旧作库存调增，利空美豆价格 

2、中美关系缓和，南美大豆升贴水回落 

3、国内月度进口大豆同比偏低 

4、马来棕榈油库存下滑，需求或将季节性转弱 

5、油脂库存压力仍较大 

6、远期供应偏紧，菜油支撑强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中美领导人通话并将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贸易谈判希望重燃，CBOT市场

信心有所恢复。由于主产区天气持续不佳，美豆种植进度仍大幅落后于往年同期，

外盘美豆期价屡创新高。美豆最佳播种期接近尾声，近期产区降雨仍高于历史均值，

市场预计晚播大豆单产将受影响，天气炒作反复，美豆期价预计延续偏强走势。关

注 6 月底 USDA公布的作物实播面积报告以及 G20峰会相关信息。 

中美即将重启谈判，中加关系也出现缓和预期，近期菜油期价领跌油脂。目前，

国内仍处油脂消费淡季，高库存对豆油反弹也形成压制。马来出口或难维持向好，

后期库存压力仍较大，马盘短期缺乏上行动力，棕榈油走势依然受压制。临储菜油

对市场冲击有限，受中加关系影响菜油供应偏紧，菜油延续高位震荡。不过，全球

植物油供需格局持续收紧，短期来看中美谈判也较难达成一致，油脂下方仍有较强

支撑，预计仍将以震荡筑底为主。 

操作上,未出现利多驱动豆棕油暂观望，菜油可逢低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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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月行情走势回顾 

受美豆产区天气不佳致播种进度落后影响，本月CBOT美豆震荡走强。6月18日

中美领导人互通电话并将于G20峰会进行会谈，贸易关系有望缓和继续巩固外盘美

豆涨势。国内油脂消费仍处淡季，供应压力下豆棕油维持底部横盘震荡。本月菜油

走势先扬后抑，在远期供应偏紧预期下走高，后受中加贸易关系缓和预期承压下行。 

图 1: CBOT大豆期价                                 图 2: 油脂期价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供需分析 

2.1 旧作库存调增，利空美豆价格 

表1：6月USDA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5月预测  6月预测 

产量 31656.5 35058.2 34154.4 36207.5 35566.2 35539.3 

进口量 13334.6 14421.6 15291.5 14855.7 15081.7 15081.7 

出口量 13257.2 14749.8 15295.8 14968.7 15115 15105 

压榨量 27513 28779.7 29514.3 30162.7 30820.3 30810.3 

总消费 40770.2 43529.5 44810.1 45131.4 45935.3 45915.3 

期末库存量 8040.5 9615.9 9910.3 11280 11309.3 11265.5 

库存消费比 19.72% 22.09% 22.12% 24.99% 24.62% 24.54%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6月供需报告对全球大豆新作总产小幅下调，其中巴西2019/20年度大豆产量

预估为1.23亿吨，阿根廷2019/20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5300万吨，均较5月预计持平。

由于旧作库存的下调，全球2019/20年度大豆年末库存预计为1.1266亿吨，较5月预

估下调了4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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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供需报告首次公布了对美豆新作的数据预估，本月美豆新作产量维持上月

预估不变，出口及压榨亦维持上月预估不变。报告未调整美豆产量单产预估，使得

由于降雨导致的种植延后影响减弱。同时，由于陈豆结转库存大增导致新作期末库

存明显高于预期，利空美豆价格。 

 表2：美豆供需平衡表调整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6月13日，2018/19年度美国对华大豆销售总量为

1363.7万吨，较去年同期的2861.2万吨减少52.3%。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

出口装船量为762.7万吨，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728.1万吨。 

图 3：美豆周度出口（万吨）                           图 4、美豆月度压榨量（百万蒲式耳）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USDA;Wind 

美国油籽加工商协会（NOPA）发布的压榨报告显示，2019年5月份美国大豆压

榨量为1.54796亿蒲式耳，低于上个月以及去年同期水平。5月份期间中西部部分地

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导致一些大豆加工厂放慢压榨步伐，因为铁路和卡车的运输

受阻。 

目前正值北半球春播时节，美国中西部产区由于天气持续降雨，令大豆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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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远低于往年同期。截至2019年6月23日当周,美国大豆种植率为85%,之前一周

为77%,仍落后于去年同期的100%及五年同期均值97%。美国大豆出苗率为71%,上周

为55%,去年同期为94%,五年均值为91%。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54%,去年同期为

73%。气象预报显示后期美国部分地区降雨量预计略有减少，但仍高于历史均值，

晚播大豆单产受影响概率也较大。临近月底最后种植期，留给农户的种植时间有

限，美豆最终播种面积和单产存在不确定性。由于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美豆旧

作的库存居高，但受美豆产区天气题材推动，美豆持续偏强。本月底USDA公布作

物种植面积将给与市场指引。 

2.2 中美关系缓和，南美大豆升贴水回落 

据巴西政府数据显示，5月份巴西大豆出口量为1053万吨，环比略有增长，较

上年同期减少14.7%。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中国买家逐渐转为巴西供应。

2019年1-5月中国进口巴西大豆占巴西大豆出口总量的70%。目前，受现阶段货币

波动等因素，巴西产区整体出货节奏不高。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中国近月仍

有采购需求，5月下旬以来中国厂商持续买入6-8月船期巴西大豆，巴西大豆出口

预计将逐步跟进。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BAGE）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6月19日，阿根

廷大豆收获进度达到99.1%，目前还有15万公顷农田尚未收获。交易所预期2018/19

年度阿根廷大豆产量为5600万吨，比上年产量3510万吨高出59.5%，创下19年来的

次高产量。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大豆销售下滑，再加上今年秋季

巴西大豆供应有限，或将有助于阿根廷出口更多大豆。由于中国需求集中于南美

大豆，南美大豆升贴水持续走高。近期中美两国首脑通话，贸易摩擦预期缓解，

南美大豆升贴水报价略有回落。 

  图5: 进口大豆升贴水                                图6：巴西大豆月度出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巴西贸易部 

2.3 国内月度进口大豆同比偏低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大豆进口量为736万吨，较4月份减少28吨，环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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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3.66%，较去年同期减少232.5吨，同比降幅24.01%。2018年7月份起，中国对美

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制约国内的美豆采购。2019年前五个月中国进口大豆3175

万吨，同比减少12.2%，此外非洲猪瘟也导致大豆进口需求减少，中国从巴西进口

的大豆数量同样下滑。今年5月10日美国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

25%，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中国买家也基本停止从美国采购大豆。目前非洲猪

瘟继续降低中国大豆需求，美豆报价大幅上涨，中国大豆进口量预计仍将低于往年

同期。 

 图7：大豆月度进口量（万吨）                       图8：国内大豆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中国海关 
 

小结：USDA报告调增陈豆库存致新作期末库存明显高于预期，利空美豆价格。

但由于美国产区持续降雨影响美豆播种，受天气题材推动，美豆持续偏强。关注月

底USDA公布的作物种植面积。由于中国需求集中于南美大豆，南美大豆升贴水持续

走高。近期中美关系预期缓解，南美大豆升贴水报价略有回落。由于中美贸易争端

以及非洲猪瘟降低需求，中国大豆进口量预计仍将低于往年同期。 

2.4 棕榈油库存下滑，需求或将季节性转弱 

图9：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产量（万吨）                 图10：棕榈油库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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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MPOB 

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数据显示,5月末该国棕榈油库存环比下降10.3%,至

245万吨，因出口增幅超过产量的意外增长，马来棕榈油库存降至10个月低点,延续

3月以来的降幅, 该国5月棕榈油产量环比增长1.3%,至167万吨。5月出口较4月增长

3.5%,至171万吨，达201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受库存高企和需求平稳的忧虑影响,BMD棕榈油价格自年初以来已累计跌约5%。

由于穆斯林斋月期间需求増加, 5月马来西亚棕榈油消费岀现增长。出口以及国内

消费的增加，致库存下滑。随着斋月后需求的季节性转弱，马来棕榈油出口连续 5 

个月的超高出口或将难以持续。5月末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创10个月新低且略低于

市场预期，但245万吨仍处于高库存水平。从季节性规律来看，后期供应压力依旧

较大，预计棕榈油价格仍将维持弱势。 

图11：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出口量（万吨）              图12：马来西亚毛棕油结算价（马来西亚令吉特）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MPOB；Wind 

2.5 油脂库存压力仍较大 

截止6月25日，国内豆油港口库存总量128.8万吨, 较上月同期增幅为4.9%，较

去年同期增幅14.39%。截止6月25日，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68.6 万吨，

较上月同期降11.71%，较去年同期增幅 15.1%。 

图13：国内主要港口豆油库存（万吨）                    图14：棕榈油港口库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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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汇易;Wind 

目前油脂需求仍处淡季，油厂提货速度明显放缓。棕榈库存量下滑慢于预期， 

需求增加的幅度尚不足以支撑价格上涨。随着季节转暖预计将有利于棕油消费，棕

榈油库存可能进入阶段性缓慢下降过程。近期油厂榨利良好，大豆开机率回升并维

持正常水平之上，高企的豆油库存被继续推升。总体来说，国内油脂供过于求局面

延续。 

2.6 远期供应偏紧，菜油支撑强 

由于供应预期下降，端午节后局部地区菜油现货价格小幅上涨。但由于目前处

于油脂需求淡季，沿海油厂菜油成交依旧处于偏低水平。截至6月21日，本月沿海

油厂菜油成交量仅为1.22万吨。 

进入6月份后，我国基本不再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7月以后菜籽菜油进口十分

有限，港口油菜籽库存也处于不断下降之中。6月17日国粮信息中心发布将拍卖内

蒙古2011-13年临储菜油，首周临储8万吨以及第二周2.5万吨，拍卖结果均显示100%

成交。在远期供应偏紧预期下，市场对于菜油拍卖接受度和积极性较高，此次临储

对菜油的供需和盘面影响较为有限。后续菜籽和菜油供给仍将较紧张，若逢下游补

库，菜油库存加速下降，行情将有上行支撑。 

2.7 基差分析 

国内豆油现货供应压力较大，而豆油消费平稳无亮点，本月期价小幅拉涨后现

货基差再度下跌。随着豆油基差利空兑现，基差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和空间有限。对

于未来豆油的现货基差走向，中美贸易摩擦的进展仍较为重要。受产地供应及政策

支撑，棕榈油和菜油基差仍将强于豆油。 

图15：一级豆油现货对豆油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图16：24度棕榈油现货对棕榈油主力合约价差（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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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小结：5月底马棕油库存料继续下降。随着需求的季节性转弱，马来棕榈油出

口量较难维持高位，供应压力下国际棕榈油价格预计将维持偏弱。国内油厂压榨利

润良好，开机率较高，油脂库存预计继续回升，一定程度利空油脂。因进口政策原

因，菜油供应偏紧，价格有支撑，后续需密切关注中加关系以及政策变动。 

三、后市展望与操作策略 

中美领导人通话并将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贸易谈判希望重燃，CBOT市场

信心有所恢复。由于主产区天气持续不佳，美豆种植进度仍大幅落后于往年同期，

外盘美豆期价屡创新高。美豆最佳播种期接近尾声，近期产区降雨仍高于历史均值，

市场预计晚播大豆单产将受影响，天气炒作反复，美豆期价预计延续偏强走势。关

注6月底USDA公布的作物实播面积报告以及G20峰会相关信息。 

中美即将重启谈判，中加关系也出现缓和预期，近期菜油期价领跌油脂。目前，

国内仍处油脂消费淡季，高库存对豆油反弹也形成压制。马来出口或难维持向好，

后期库存压力仍较大，马盘短期缺乏上行动力，棕榈油走势依然受压制。临储菜油

对市场冲击有限，受中加关系影响菜油供应偏紧，菜油延续高位震荡。不过，全球

植物油供需格局持续收紧，短期来看中美谈判也较难达成一致，油脂下方仍有较强

支撑，预计仍将以震荡筑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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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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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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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5-5206888 

 

郑州营业部 

郑州市未来路69号未来大厦1409房间  

电话：0371-65617973、65617972 

 

安庆营业部 

安庆市迎江区龙山路31幢综合楼7楼 

电话：0556-5696816（传真） 

 

铜陵营业部 

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1287号财富广场B1205室 

电话：0562-2865973、0562-2865972 

 

上海建韵路营业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韵路500号幢205室 

联系电话：021-60470988 

 

金华营业部 

地址：金华市双龙南街1452号 

联系电话：0579-8237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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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会展路营业部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3305、3306、2210号 

联系电话：0411-84806562 

杭州营业部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688号明豪大厦503室 

联系电话：0571-85180091 

 

长春营业部 

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以东、公平路以南民丰地块二（上东.城市之光）第5

幢0单元610-611号房 

联系电话：0431-8130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