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Frick：大豆价格未来 1 到 2 年是下降趋势

美国杰富瑞期货有限公司资深油籽分析师 Anne Frick

新浪财经讯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微博]与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国
际油脂油料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13-14 日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新浪财经作为独家门
户网络合作伙伴全程图文直播本次大会。以下为美国杰富瑞期货有限公司资深油籽分析师
Anne Frick 讲演实录。
Anne Frick：非常感谢！今天也非常地高兴再次回到美丽的中国，非常感谢主办方，非
常感谢大连商品交易所、非常感谢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的邀请。对于我来说，我也看到
这是第八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已经取得那么多的成功。我们其实已经听
了很多的主题演讲，对我来说我也希望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大豆(4509, 2.00, 0.04%)
供需的情况，以及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
首先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相关的背景因素，这些可能是一些中性的因素，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商品的市场很有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背景情
况的影响，一些不确定会对价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确定的因
素，商品的因素会根据不确定的基本面发生变化。
还有我们看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美元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我们也可以看
到从长期角度来说美元一直是盘整的走势。从 2005 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指数也是
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 2008 年的情况，我们现在整个美元指数还是属于长期盘整的走势。

我为什么特别指出美元的指数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商品交易来说，在国际贸易当中是
以美元为主的，所以美元指数对商品价格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点我也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市场从短缺向宽松变化，2011 年美国、巴西、
阿根廷主要大豆生产国也遇到一些问题，2、3 年前看到大豆、油脂在全球供应形成短缺，
从去年我们开始有所恢复了，但是在美国整个干旱的情况也造成了短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
地改变短缺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当季来看，美国的农作物产量已经开始有所恢
复了，南美洲产量也会上升，我们会逐步来做过渡。短期来说，我们还是看到市场有所短缺
的，对于市场的整个周期还是有所影响。
(PPT 图)在这一张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大豆收成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最重要的三个
生产国的变化，从这张图表当中我想和大家来介绍的内容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
识的情况，特别是最近几年收成并不是很好，从时间的对比来看我们有很多的大豆收成是在
不断地下滑，这是对于市场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PPT 图)从这张图表当中也可以看到全球供需平衡表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全球
的情况，还有包括美国美元的变化。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整个趋势是在不断地增加，
每年可能增长的趋势是 733 万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每年其实都是看到年末库存也是在
不断地增长。从这张图表上我们主要是看北半球的情况对大豆供需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南半
球现在的产量，现在已经开始超过北半球了。这张图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库存变化，
这是秋季的库存情况，你可以看到美国大豆的库存情况，还有包括世界库存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大豆的库存，由于南美包括南半球库存已经超过美国、北美的库存，
去年南半球也在增长，而且不仅仅是南半球的库存总量会产生，而且占比也在不断地上升。
在 9 月 1 号日南美大豆库存增长 1200 万吨，我们也在考虑对于南美的库存增长对美国
的消费是不是会产生增长？对于巴西来说增量不是那么大，主要增量是来自于阿根廷，因为
阿根廷农民的大豆并没有向市场上销售，为了要应对通胀，大豆主要是由阿根廷政府收入库
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供应市场量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对于阿根廷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大豆库存主要盈余者，美国库存是在不断地消耗，
中国也是有不少的库存，但是中国大豆的库存对全球的供应和阿根廷相比还是比较小的。
(PPT 图)这张图表也是非常地显而易见，图表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产量，特别是在南
半球大豆的收成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 1.54 亿顿一直上升到 1.59 亿顿，包括美国，还有包
括中国基本上还是处于持平。
另外，我们在这个图表当中也回顾了一下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在过去的 5 年有一
些国家是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南美大豆是有所下降，但是总体趋势还是在不断上升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两个半球来说，它有不同的分收年份，我们做一个对比来看，蓝色
主要是在北半球，红色部分南半球的国家占比越来越多了，最近特别对于巴西来说很有可能

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生产国。当然了，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未来可能被巴西赶超。这张图表
当中红色部分要超越北半球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因素，对于中国来说在大豆需求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可
以看到全球的出口，或者说除了中国以外的进口量在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有所下降了，我们也
可以看到对于进口量的提升主要是由中国贡献出来的。
还有对于豆粕(3276, -21.00, -0.64%)来说，可能是以大豆的形式也可以以豆粕的形式
来进行出口，在这张图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大豆的产量以及豆粕的出口量的情况，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不断地增加，整个大豆的产量在全球范围内是在不断地增加，美国出口
波动比较大。对于美国来讲，甚至在上一个季度当中豆粕的出口量有所下降，正是由于供应
短缺造成的。中国是国际贸易量增长主要的贡献者，包括豆粕的增长也跟中国有关。
巴西已经成为了中国的贸易国，在图表当中已经创了新的高峰，巴西向中国大豆的出口
已经创了新的高分。阿根廷紧追其后，在去年阿根廷整个供应有限是低于巴西，今年阿根廷
在中国的大豆出口已经有所增加了。补充一下，中文版 PPT 中的数据比较旧，是 1 个月之前
的数据，英文版 PPT 中数据是美国农业部 11 月 8 日的最新数据，虽然可能有所差异，但是
整个趋势还是完全相同的。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美国大豆出口最大的目的地，60%美国大豆都会出口到中国，美国还
会把大豆出口到墨西哥、日本、印尼等。
对于美国大豆的供需还是非常地紧张，对于美国的农业部来说，在上周五的时候，他们
也预计 3000 万，美国大豆还是有一个机会，他们会把出口量来进行增加。最近供应有所增
加，对于美国大豆来说他们也看到整个期末库存比较低，他们希望在出口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再看一下单产，美国农业部 2013 年是 44.5/英亩，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几个季度整
个趋势有所低，现在是 41.5，整个趋势都有所下降。对于美国农业部来说以前趋势是 44.5，
现在只有 41.5，明年会增加到 45，这一点的预测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具体的产量会向
整个趋势靠拢，这也意味着整个产量的前景预测。
讲到美国的政府的运作停摆，美国的农业部把 10 月份预告给删除了，我觉得这个现在
也是我们能获取的资料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份了。比方说你如果看 11 月份，那就是这里我们
最后的一个格子，讲的是和 9 月份收成的对比，现在在我们最下面这行就显示了，11 月份
的收成是高于 9 月份的收成，这是我们在这里的预期，虽然数字上并没有大很多，但是不管
怎么样，通过历史数据来看，我认为在大豆收成这一块可能比我们预测的情况要高。如果你
信息不够，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讲这句话。
在美国我们过去的夏天，对于西北部的大豆生产面积是有激增的，我们知道对于大豆的
产量 8 月份是非常重要的，而 7 月份的天气对于玉米(2347, -5.00, -0.21%)而言也是具有
决定性的，觉得 7 月份的天气还行。这里就是我们对于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积的增加，好像
我们的玉米价格会有所上涨。所以大豆的增加，尤其是期货方面的增加，根据我们 11 月大

豆和 12 月玉米对比，这样就会更加刺激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红色比例是 2.2 比 1，而今
年两合约的对比基本上是非常接近 2.8 比 1，这样的优势就能够刺激北美对于大豆的种植。
(PPT 图)这一页给大家讲一下美国大豆的消费量，是按照季度来的，从 12 月份到 2 月
份，然后还有从 3 月份到 8 月份。大家看这张图，红色的部分代表出口，出口在我们这个季
度的第一个半季度相对而言降低得比较多，所以在这里出口是美国大豆消费量不确定的因素；
而蓝色代表我们的压榨量，压榨量在两个测量之间都是非常地稳定，而中间上上下下的线讲
的是季末库存。因此，通过这张图你就可以发现，其实美国大豆的库存量本身是非常地低，
是因为出口量非常地高，像这样的一种趋势是比较常见的。现在出口在阿根廷也是有一些变
化，在第九、第十季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变化，讲到大豆本身的消费，我们换句话说在
季末完全被消费了，主要是在上半年度出口商的出口带来的。
美国的大豆出口额在创新高，美国农业部最近把预测量再次增加了，我认为它的预测还
是比较保守的，我们的预测还要高，我们预计在 1 月份出口将会进一步的增长。在这一页幻
灯片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12 月份的出口量，虽然我们说预测有所下滑，但是我个人有着强烈
的预感，每一年都会再一步进行出口额的创新高。
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量，这是是从中国这边截取的，是一张比较老的图，在 4 月 1 号在
美国已经出口了 2100 万吨，前一年出口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出口到一些未知区域没有办
法统计出来，我相信美国出口量当中的 2/3 是去到了中国。
再接下来讲的是美国大豆出口量的季节性变化大于压榨量，季节性趋势对于压榨并没有
什么影响，虽然总的压榨量少于出口量，但是这张图上看不出来。其实看这条线，在我们这
个季比较靠早的时候，你发现销售可能前期的储量比较大，换句话说销售会进入买卖的真空
期，因为我们早些时候已经把安排做好了。另外我们看这张图预期需求非常地强劲，而现实
也符合了我们的预期，这张图给大家讲两点，但是我相信最终出口要比现在预测的量还要大。
(PPT 图)这一页看的是我们产品的出口，豆油(7236, 24.00, 0.33%)和豆粕，这是全球
的状况，而美国的豆油基本上是针对本土市场，而美国豆油占全球贸易不到 10%，这是全球
出口量的，而豆粕从 15%占到 20%多。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我们最近在豆粕和豆油价格当中做的一个测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豆
油都处于熊市，但是我相信这个熊市已经触底了，而豆油已经达到了历史新低，在我讲话的
时候它已经触底反弹了，大豆的库存已经达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豆
油的价格也会有所上涨。如果随着压榨量增加，相信大豆的价格上涨就是更加可以理解的了。
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包括美国农业部，包括各个监管部门都在说长期，如果说大
豆价格上涨会伤害到对于大豆的一些需求，而我们对美国环境保护署对于乙醇的鼓励，我相
信将来美国对于大豆使用将会有所增加。
现在美国早期的时候都在做压榨性产品的出口，早在 90 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看到有这么样的变化，那就是消费量和供应量的比例。在早些时候，当时我们水平线看到还
是比较地水平，我们这里讲的是供应量和消费量的季节变化，包括消费量和供给，如果低于

这个区间是熊市，如果高于这个区间那就是牛市。如果是低于这个区间，我们就会说既然是
熊市，那就把这个量储备起来，但是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在南北的生产大量增加，而中国
进入全球市场大概也是在 1995 年或者是 1996 年，让美国在季节性的前半段对于消费量越来
越大，我现在对这个区间在哪我也不是特别确定，但不管怎么样消费量的增加是有目共睹的。
我觉得要验证这个说法还需要更多的数据，现在关于我们的供应量在季节性早期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预测出来，你的价格在应对早期消费是比较困难的，你这样做就表明你所有这些
消费都是可预测的。
(PPT 图)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有两个收成季节，为什么可以在春季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收
成呢？那就是因为在南半球，我们有一期和二期，二期的收成要比一期多，主要是在美国的
一些收成。这一页也解释了中国的大豆进口量，现在后半年是高于前半年的。2012 年是我
们这张表上最近的柱状，中国前半年进口量是要高于后半年，这是非常地少见。我觉得这是
因为 2011 年后半年进口量实在太大了，所以造成 2012 年上半年说成比较少。
再来看一下北半球，在前半年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排名前两位的出口国家和地区，也包括
南半球和北半球，在南半球是 3 月，北半球是 10 月份，这时候南半球和北球可以互补，这
张图就显示了对于出口量的互补关系。
讲到南美和中国的影响，现在在上半年的时候有美国很多的产量去到中国，美国 3 月 1
号的大豆库存消费量比越高就表示大豆价格就越低，这是价格对于比例的响应。现在我们对
于下半年有非常大量的库存，同时我们也要看包括南美所过来新鲜大豆的销量，美国库存到
底是多还是少，对于大豆的价格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这张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春季
价格比较高，而秋季价格比较低。这里是按照美元的价格来计算的，排除了货币价值的影
响。
总体而言，我相信大豆的价格是呈现下降趋势，在未来 1 到 2 年是下降的趋势。大豆的
价格交易区间近期价格越来越高了，2008 年我们看到大豆的牛市，现在如果说这个区间在
哪里？我觉得还是为时太早，我觉得大概 9 到 16 美元之间，最低 9，最高 16。排名包括阿
根廷、巴西和美国，你看到他们的产量可能又有新高，或者是说接近历史最高度，因为之前
的上一季度我们使用了很多的大豆，我很喜欢拿上一季的使用量来预估下一季的生产量，在
这张图上可以看出的是我们春季消费量会增加，我们的价格会有所下降，可能是和去年这时
候相比价格是有所下降的。
再来看一下春季的库存和消费之比，今年美国的农业也在说 1.7 亿蒲，去年是 1.41 亿，
去年的价格也比较高，就是因为低存量，但是价格你要持续保持这么高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再看明年，这个市场已经在看明年的计划了，如果你说在美国的库存增加不太可能，
可能因为季度性的产量包括上一季度的消费量，也是因为上一年度我们所留下来的一些南美
库存。大豆价格，你来看每一个月的变化，这是 6 年的趋势，我觉得这个区间在 14 美元，
这个 14 美元我认为是我们这里先设的一个基准线，可能在明年的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看到这
个价格低于 14，甚至是低于 11 美元。

这里给大家列出来了影响大豆类产品的关键因素，大家可以在幻灯片上找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