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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制品加工企业买入套期保值方案

2012 年年初以来，受到南美大豆大幅减产的利好影响，以豆类为代表的农产品经历了一波轰轰烈烈的上涨
行情，不但收复了去年下半年的跌幅，甚至部分强势品种已经创出新高。
面对豆类等农产品不断走高的情况，对于以大豆等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企业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上游原
材料成本不断上涨，而下游产品的上涨却相对滞后，更有可能因为国家调控政策而上涨幅度受限。因此，农产
品加工企业在遭受损失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套期保值对企业的重要性。
一、 套期保值的概念及原理
概念：套期保值就是在期货市场买进或卖出与现货数量相等但交易方向相反的商品期货合约，以期在未来
某一时间通过卖出或买进期货合约而补偿因现货市场价格不利变动所带来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套期保值是
以规避现货价格风险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行为。
原理：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虽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市场，但由于某一特定商品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在同
一市场环境内，会受到相同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一般情况下两个市场的价格变动趋势相同。加上期
货交易的交割制度，保证了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随期货合约到期日的临近，两者价格趋于一致。套期保值就是
利用这两个市场上的价格关系，分别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作方向相反的买卖，取得一个市场上出现亏损的同
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以达到锁定生产经营成本的目的。
二、豆制品加工企业买入套期保值的必要性
由于受到各种宏观因素以及基本面因素的影响，近几年大豆等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据统计，最近三、四
年间，国产大豆的年平均波动幅度在 15%-20%。这对于以大豆为原材料的豆制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是有巨大
影响的。因为一旦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的生产成本则大幅上升，而下游产品的价格变动相对滞后，
且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上涨幅度受限，因此企业的经营是存在风险敞口。
因此，豆制品加工企业需要通过买入套期保值来规避因大豆价格上涨的风险来获得稳定的经营利润。买入
套期保值，即企业认可目前的大豆价格，暂时又不需要更多的大豆，但又怕后市大豆价格上涨，那么企业可以
先在期货市场上买入一定量的大豆期货合约。一旦如其所料，后市大豆价格上涨，企业可以通过直接交割，获
得原先的低价大豆，也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上平掉大豆合约，同时在现货市场上买入现货大豆，用期货市场上的
盈利来弥补现货市场上的亏损，相当于获得原先的低价大豆；一旦出其所料，后市大豆价格下跌，那么企业同
样是以原先的价格获得大豆，而不能获得因大豆价格下跌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买入套期保值的目的，就是为了
防止日后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带来的亏损风险，而不能获得因原材料价格下跌带来的超额利润。
由于今年南美大豆出现大幅减产，同时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美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也将进一步减少，再加上
宏观面欧债危机的缓减，美国经济的不断复苏，预计今年豆类市场将出现一波较大级别的牛市行情。经过一季
度的大幅上涨之后，南美减产的题材炒作也暂告段落，我们预计二季度豆类上涨势头将有所放缓，呈现高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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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态势，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不过随着 6、7 月份北美天气炒作的开始，豆类届时将重新进入上涨通
道。因此，对于豆制品加工企业来说，现阶段大豆价格的调整正是一个进入买入套期保值的良好机会。
举例：假设目前大豆现货价格 4000 元/吨，大豆期货 1209 合约 4500 元/吨，某豆制品企业两个月后需要
100 吨大豆，但其又怕后市大豆价格上涨而对其带来损失，因此该企业在目前就买入 10 手（10 手=100 吨）大
豆期货 1209 合约。果不其然，两个月后大豆现货价格上涨至 4200 元/吨，而大豆期货 1209 合约上涨至 4700 元
/吨，那么，该企业可在现货市场上以 4200 元/吨的价格买入 100 吨大豆，同时在期货市场上以 4700 元/吨的价
格平掉 10 手大豆 1209 合约。经计算，相比于两个月前该企业以高于 200 元/吨的价格买入现货大豆，但同时在
期货市场盈利 200 元/吨，因此期货市场上的盈利刚好弥补现货市场上的亏损，等于该企业仍然以 4000 元/吨的
价格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这样该企业通过买入套期保值就规避了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带来的风险。

时间
目前
两个月后

现货市场
4000 元/吨
4200 元/吨
亏 200 元/吨

期货市场
4500 元/吨
4700 元/吨
赢 200 元/吨

三、豆制品加工企业买入套期保值方案
根据贵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每个月需要购买 100 吨国产大豆，而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的活跃合
约为 1 月、5 月和 9 月合约，因此建议在上述三个合约分别买入 40 手（40 手=400 吨）大豆多单，即以 4 个月
为单位分别进行买入套期保值。
举例：目前为 4 月份，大豆期货主力合约为 1301 合约，贵公司可在大豆 1301 合约上买入 40 手多单，为 5、
6、7、8 四个月生产所需大豆进行买入套期保值。假设 4 月份大豆现货价格 4200 元/吨，大豆期货 1301 合约为
4600 元/吨；到 5 月份大豆现货价格为 4300 元/吨，大豆期货 1301 合约为 4700 元/吨，那么贵公司可以在现货
市场上以 4300 元/吨的价格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同时在期货市场上以 4700 元/吨的价格平掉 10 手大豆 1301
合约；到 6 月份大豆现货价格 4400 元/吨，大豆期货 1301 合约为 4800 元/吨，那么贵公司可以在现货市场上以
4400 元/吨的价格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同时在期货市场上以 4800 元/吨的价格平掉 10 手大豆 1301 合约；到 7
月份大豆现货价格 4500 元/吨，大豆期货 1301 合约为 4900 元/吨，那么贵公司可以在现货市场上以 4500 元/
吨的价格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同时在期货市场上以 4900 元/吨的价格平掉 10 手大豆 1301 合约；到 8 月份大
豆现货价格 4600 元/吨，大豆期货 1301 合约为 5000 元/吨，那么贵公司可以在现货市场以 4600 元/吨的价格买
入 100 吨现货大豆，同时在期货市场以 5000 元/吨的价格平掉 10 受大豆 1301 合约。
以此类推，当 8 月份时，大豆期货主力合约为 1305 合约，贵公司可在大豆 1305 合约上买入 40 手多单，为
9、10、11、12 四个月生产所需大豆进行买入套期保值；当 12 月份时，大豆期货主力合约为 1309 合约，贵公
司可在大豆 1309 合约上买入 40 受多单，为明年 1、2、3、4 四个月生产所需大豆进行买入套期保值。
操作计划：

时间

现货价格

期货主力合约价格

操作

结果

4 月份

4200 元/吨

4600 元/吨

买入 40 手 1301 合约

5 月份

4300 元/吨

4700 元/吨

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卖出 10 手 1301 合约

6 月份

4400 元/吨

4800 元/吨

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卖出 10 手 1301 合约

7 月份

4500 元/吨

4900 元/吨

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卖出 10 手 1301 合约

现货市场
买入 400
吨大豆，
均价 4450
元/吨；期
货市场无
仓，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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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

4600 元/吨

5000 元/吨

买入 100 吨现货大豆，卖出 10 手 1301 合约

10 万元

四、成本计算
以保证金率 10%计算，1 手大豆所需保证金约 4700～5000 元。以 4 个月为单位进行买入套期保值，40 手大
豆期货多单所需保证金：
（4700～5000）×40=18.8～20 万元。不过考虑到期货的波动性较大，从持仓安全角度
出发，尽量控制所占用保证金量占总总保证金量的 50%以下，因此所需总保证金量至少为 40 万元
此外，以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6.56%计算，资金成本位 40 万元×（6.56%÷12×4）=8720 元
五、套期保值可能的风险
1、资金管理风险。也叫现金流风险，主要体现在期货头寸发生浮动亏损时，企业被要求追加交易保证金，
如果企业因资金紧张或亏损过大而不能及时补足，导致头寸被强行平仓，从而使整个套期保值归于失败。
2、交割风险。虽然期货交易中交割量仅占总量的 5%以下，并且套期保值也并不一定进行交割了结，但是
作为现货企业，在期货市场采购原料有利可图时，实物交割也是企业在套期保值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交割风
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交割商品是否符合交易所规定的质量标准；交货的运输环节较多，在交货时间上能否
保证；在交货环节中成本的控制是否到位；交割库是否会因库容问题导致无法入库；替代品种升贴水问题；交
割中存在增值税问题等。
3、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的内部工作流程、风险控制系统、员工职业道德问题、信息和交易系统以及外
部事件导致交易过程中发生损失。
4、基差风险。是指基差的不确定性。在实际运用中，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变动不完全一致，基差是波动
的，因而影响套期保值效果。比如商品在公布不平衡以及仓储等原因，特别是存在逼仓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基
差变大。
5、流动性风险。是指套期保值者在期货市场上因交易合约缺乏流动性，导致所选定的期货合约无法及时以
合理的价格达到建仓或平仓目的的风险。
六、后市影响大豆期货的因素
1、宏观政策。欧洲政局能否稳定，欧债危机能否获得有效解决；美国 QE3 是否会推出；中国是继续加强宏
观调控，还是货币政策会有所放松。
2、南美减产。本年度南美地区遭遇严重干旱，大豆出现大幅减产，尽管目前南美大豆已经进入收割阶段，
但由于阿根廷主产区遭遇霜冻天气，市场普遍预期南美大豆产量仍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
3、美国播种面积。3 月底美国农业部公布了今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的初值为 7390 万英亩，较去年减少 1.5%。
不过 6 月底美国农业部还将公布今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的终值，由于 4 月份美国大豆价格大幅上涨，有可能促
使农民多种植大豆，因此今年美国大豆的播种面积仍存在较大变数。
4、生长期的天气情况。5、6、7、8 月份是大豆的主要生长期，因此该阶段的天气情况将对大豆作物的生
长起到关键影响，也是市场重要的炒作题材。
5、中国的调控政策。中国是全球大豆最大的消费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中国的进口量对全球大豆价格影响，
至关重要。中国的进口量取决于中国的需求和政府的调控，由于中国的需求是刚性的，因此影响中国进口量的
最为重要因素则是政府的调控。如果政府向市场放储，则将打压大豆价格。
七、可能出现的亏损
根据贵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本次套期保值方案为买入套期保值，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日后因原材料价格上
涨而带来的亏损风险。尽管我们通过分析，预期后市大豆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较大，但不排除价格下跌的可能性。
一旦后市大豆价格下跌，那么贵公司在期货盘面上将出现亏损，但同样在现货市场上贵公司可以以更为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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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买入现货大豆，以弥补期货盘面上的亏损。
如果仅计算期货盘面亏损的幅度，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线进行预测，预计大豆 1301 下方第一支撑位在 4466
元附近，下方第二支撑位在 4400 元附近。那么假设在 4600 元买入 40 手 1301 合约，当价格跌至第一支撑位时
期货盘面最大亏损为 53600 元，当价格跌至第二支撑位时期货盘面最大亏损为 80000 元（实际亏损应小于最大
亏损，因为每个月贵公司都将在现货市场上买入 100 吨大豆，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平掉 10 手大豆）
。
大豆期货 1301 合约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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