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油脂没有趋势行情

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油脂部副总经理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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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油脂部副总经理王庆
讲演实录。
王庆：现场见到很多的老朋友，非常高兴！下面我们开始会议的内容。各位来宾、各位
朋友，非常高兴受到交易所的邀请能够在此跟大家进行一些关于中国植物油市场的交流和市
场分析。大家知道每年影响市场的总是那些方面的内容，但是每年有不同新的元素、新的变
化，我知道在座的都是我们期货或现货行业的精英人士，我在此基本上也是把市场中的一些
内容进行一些归纳和整理，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深入地探讨。我来自中粮集团，但是我想这个内容代表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公司的看法。
下面我们进入大会的话题，大会给我话题是“中国植物油供求关系和发展趋势”，我想
通过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中国植物油市场供求状况；第二部分是中国植物油市场发展趋
势。
第一部分是植物油市场的供求状况，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植物油
价格基本上是一个下跌的走势，而且跌势还是比较明显，基本上目前或者说前段时间的价格
已经跌到了 2008 年经济危机价格的区间，绝对价格还是比较低，豆油(7236, 24.00,0.33%)、

菜油都跌至了 30%左右的价格。这个原因还是在整个大环境需求比较稳定的基础上，而我们
整体供应增加的结果。
(PPT 图)这是中国植物油供求的形势，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价格会有这样的影响，中国植
物油从 2001、
2002 年国内消费量还是增长的趋势，
按照每年 100-200 万吨我们需求在 13-16%
的水平。近几年由于基数增加以及需求的平缓，我们需求的增长幅度大幅度下降，前两年维
持在 2-3%的水平，近期可能也就 1-2%的水平。供应商来讲进口量维持平稳的状况，但是压
榨产能的提高导致了我们植物油的产量也是在提高的过程。整体来看，我们供应的增加大于
了需求的增加，市场还是有了一些压力在这里面。
(PPT 图)这是中国植物油公布的平衡表，2013 年、2014 年 USDA 消费提高了 50%，期末
库存是在不断增加的库存，目前增了 8%的库存。平衡表中的很多数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
但是这个趋势可以表现出来。
从豆油情况来看，我们觉得豆油供需情况是平衡的，每年进口量维持在 15%左右，从国
内豆油来看，现在 USDA 用的数据还是比较大一点，现在用了 6830 万吨的压榨水平来讲，平
均在 750 万吨的差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单月压榨超过 600 万吨是比较少的。多余的产量可
能相对略微调一下，但是整体的豆油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棕油(6292, -4.00, -0.06%)的情况在 2013 年对植物油的质量验证和东南亚的增加造
成库存提高比较快，进入 2013 年以后看到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前期进的大量库存慢慢消化，
市场利润亏损比较多。同期由于市场的玩家或者市场融资商的参与之后，导致市场结构有所
变化。在这些融资商从去年到今年也在发生很多新的变化，也导致棕榈油的进口可能会相对
比较平稳，去年第四季度植物油的进口一个季度达到 220 多万吨，今年可能在 150-170 万吨
的水平，棕榈油会比去年做一些调整。
菜油过去几年受国储政策影响发生一些变化，由于收购政策导致了中国菜籽
(0,-5079.00, -100.00%)压榨非常好，菜油是增加的过程。进口量是要看供求关系的变化，
从全球的供应商来看，我们看到全球菜籽产量在不断提升，不管加拿大、欧盟都在提高，我
们可以看到前期菜油的价格甚至一度低于豆油的价格。从价格来说，买菜油可能比买豆油更
合适，菜油未来可能有一些变数。
谈到中国的情况，它是有一个大的背景，这是全球油脂供应增加，从过去几年看，我们
看全球油籽的情况从 2012 年 4 亿多吨，最新的数据我们全球油籽产量已经达到 4.9 亿吨。
回到中国的市场，大豆(4509, 2.00, 0.04%)和菜籽的进口需求在增加，随着蛋白需求的增
加，我们大豆在不断新增，整个趋势来讲也是逐年提高的过程。对于菜籽来讲现在目前用的
数是 250 万吨，可能 380 以上的数字更平稳一点。从植物油来说可能会恢复到 2011-2012
年的水平，豆油相对比较平稳，菜油要看未来市场的变化。
(PPT 图)这是我们整个市场进口量的变化，蓝色是油脂的进口量，是逐年攀升的过程，
但是油料进口比较有特色，在价格上涨的时候进口都是增加的，但是在回撤的时间，在 2008

年需求有受到影响，市场有所下跌。油脂的进口是增长的过程，油料进口要根据市场的供求
状况或者市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调整。
刚才谈到棕油的进口受到市场的变化，下面看看它如何受到市场的影响？前面谈到油脂
油料供应是增加的过程，实际上植物油反而是减少的过程。(PPT 图)我们看一下绿的区间是
倒挂的水平，在 2013 年进口倒挂是负 1000 块钱，目前的状况基本上维持在负 300-400 的水
平，由于期货情况有了一些好转。
(PPT 图)这是棕榈油倒挂的现状，我们看到期货和现货的利润是负基差的情况，棕榈油
只有很少时间出现正向的时候，在 2013 年初会有很短暂的时间，当时的情况我们库存非常
大，受到 CIQ 的影响，整个需求短期出现了萎缩状况，导致了进口利润有所增加。3 月底以
后市场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们进口利润又回到了负 800 左右的水平。特别是融资商进入到市
场以后一直维持在负的水平上。
除了我们看到期货进口跟期货很难找到套保空间之外，国内销售的现货价格和期货现货
价格的比较，在大部分时间期货的价格也是一直贴水现货价格在运行，今年豆油的现货跟期
货之间的价差维持在负 350-370 的水平，近期由于期货上涨也有一定的影响。
棕榈油期货价格对比，今年情况逐步有些好转，随着库存逐年的去库存化，年初库存比
较大，国内的融资商操作行为进行了一些转变，包括国内买现货卖期货甚至出现一些深水的
情况，现在应该维持在负 100 的水平。
分析上面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在中国植物油的价格市场是非常奇怪的形态，这个市场中
最贵的价格是我们的进口成本，其次才是期货的价格，最便宜是现货价格。在这种形态下，
我们本身应该是买国内的现货去做出口，卖到国际市场才是正常的交易行为，但是目前我们
这种倒挂的情况还是维持在长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是长期地存在。但是我认为这
种状况对未来市场的行情做了一些酝酿或者说做了一个准备，毕竟不可能进口的价格会长期
高于国内供应的价格，否则国内供应会有短缺的情况。
后面我们看一下各种品种之间的价差，国内豆油与棕榈油的价差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
以看到消费旺季呈现了不同的状态，5、6 月份价差是缩小，到冬天价差拉大，这个区间一
般维持在 500 到 2500 价差的水平，根据每年不同的供求关系在做变化。从今年来讲豆、棕
价差维持比较高的水平，随着区域库存化以后，供求关系 2013 年价差在逐步缩小，年初在
2500 左右，现在已经恢复到了 1300 多的水平。
(PPT 图)这是豆油与菜油的价差，受到储备政策的影响，2012 年在 1000 块左右的水平，
进入 2013 年以后市场达到 2500-2600 的水平以后，在操作中受到各种限制，菜油市场也受
到压力，豆油和菜油也回到了 700-800 的水平，在期货盘面有 400-500 的价差，现在菜油可
能相对供应会大一点，价差未来还有收缩的趋向。
(PPT 图)这是整个港口的库存变化情况，对于棕榈油来讲库存下降比较明显，趋于库存
化比较明显，但是也是有所回落，从年初 120 万吨的水平回到 90 万吨的水平。

前面谈的都是供应的东西，前面简单说一下需求的情况，整个需求来讲在中国棕榈油需
求比较稳定，豆油随着产能提高以后占到市场 40%以上的水平。我们对需求的结论，棕榈油
需求随着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是逐渐平稳的水平，
USDA 有 5%的增长，但是我们认为只有 2-3%
的增长水平。
分析了刚才市场简单地供求情况以后，我想做一个小结，在过去一年中植物油市场所面
临的是供应增长过程，反映出来的植物油在倒挂基础上价格是逐步走低的过程。第一部分讲
到过去或者市场上目前存在的状况，下面我说第二部分的情况，中国植物油市场发展趋势，
有些东西分析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晰地了解。
首先我们看一下植物油市场供应结构，国内以豆油为主占 40%，菜油在 20%，这反映了
油脂是靠进口油脂油料来供应。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地分析，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国产油
脂油料是逐步下降的过程，而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产的油籽种植面积在不断地下降，2004
年、2005 年油籽种植面积达到 2840 万公顷，国家在粮食和油料作物的对比上我们更多土地
希望用于粮食的保障，油脂的供应更多依靠国际资源来提供。
根据我们的分析来看，看到植物油油脂的进口需求度已经达到 75%以上，国产的量一直
是下降的过程。而在 75%的依存度中油脂占到 37%，通过油脂油料压榨占到 3%以上，油脂油
料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压榨产能提高我想做一个简单地分析，压榨产能过去几年相对有一个增长，这两年又增
加了很多，特别是一些前 10 名的企业在不同地方进行全国范围的布局，前 10 名压榨企业的
份额提高比较快，对市场影响力比较大，前 10 名市场影响力达到 47%以上的压榨份额，所
以还是有很高的产能过渡状况。
(PPT 图)这是今年压榨利润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年中压榨利润一直呈现负的，在 2012
年产能快速提升过程中压榨利润一度亏损达到 500 到 600 的水平，压榨厂苦不堪言，但是到
2013 年情况比较良好，觉得压榨行业春天来到了，但是我还是比较谨慎，这个市场的压榨
利润在目前情况下是有它特殊原因的。之前在参加另外一个交流会的时候提到，今年的压榨
利润从年初到年末进口成本是逐步下跌的过程，年初 4、5 月份压榨率很好，但这是博弈的
结果，在那个时候时间段油厂比较谨慎来进口大量的原料。由于原料采购的减少，甚至导致
了市场供应的减少以后来提升了整体的压榨利润，我们可以想象等到压榨率很小我们都进的
时候市场是什么状态？我觉得可能市场压力会显现出来了，特别是今年在年底进入 11 月底、
12 月份以后中国进口很多美国旧作的到货，等到货到了以后我们测试一下中国的水平，才
能体现我们压榨行业的春天是不是来到。
这是菜籽的产能增加情况，很多工厂加大了产能扩充，2010-2012 年产能扩充比较快，
到 2012 年增加了 20%的水平。菜籽的利润其实非常好，国内由于收储政策的影响，国内收
购价格比较高，由于收购政策导致了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后，特别是在 2013 年，刚才我也提
到全球菜籽是价格很高，近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市场提供很好的机会，我们看到菜籽是满
开工生产，这部分应该是充足的情况。

(PPT 图)这是全球油脂的情况，我们 75%以上要靠全球市场来供应，全球油脂的情况对
我们市场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刚才说过整个油籽产量达到 4 亿多的水平，这个原因是在过
去牛市中价格在不断提升，过去大豆交易区间在 5 块、7 块的水平，目前在 15 块、17 块的
水平，如果回到 10 块钱大家都觉得是很低的价钱。我们可以看到黄线从 2007 年开始到 2013
年种植面积非常快，差不多在 10 年间提高了 14%的水平，目前是 2 亿 2000 万公顷的面积。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我们全球的产量一直是逐步提高，消费来讲基本上是稳定的过程，
结果导致了库存的增加，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全球的库存消费比达到了 13%，整体供应是比
较充足的。但是在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价格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下跌以后，我们看市场反映
怎么样？右边是阿根廷豆油 FOB 升贴水走势，到了今年 7 月份以后豆油到了负 600 的贴水水
平以后，在期货市场继续下跌但是贴水市场已经反弹起来了，期货加上贴水的价格下跌但大
家不愿意杀跌的情况在市场上已经呈现了，对未来价格的提升也是有警示的作用在里面。
刚才谈到的基本上都是供求关系的变化，我觉得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影
响，就是市场结构的东西，我也跟大家简单地分析一下。
首先是经济因素影响，这是对我们消费的看法，整个经济发展达到人均 GDP 之后油脂进
入一个阶段，在 3000 美元使得需求还是增长的过程，在 3000 美元以上大家对需求可能趋向
于更高品质或者功能方面转化，而不是量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已经达到了 GDP 人均 6000 美
元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需求也是进入平稳的阶段。我们看到全球人均的油脂消费每年差不
多 17 公斤左右，而中国目前根据市场统计差不多在 20 公斤左右的水平，虽然跟欧美还是有
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高于全球平均的水平，我认为在北京、广州、深圳大城市中需求可能
会相对平稳，甚至还有一些收缩的情况，更多的是在农村或者二线城市地区，它体现的就是
平衡增长，或者未来维持 1 到 2%的增长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政策影响，特别是在菜籽收购和菜油上，在过去几年中国实施
临储菜籽收购政策，整个市场库存在增加的过程。菜籽收购政策原来设置最低收购价，未来
会不会改变？会不会用其他的手段我们需要来看。另外还有就是库存怎么来处理？库存成本
也非常高，对市场有什么变化，下面还有一些大豆的拍卖情况。储备的力量在市场中是非常
巨大的作用，我们必须要密切地关注政策对我们市场变化的影响。
还有就是散油包装化对市场影响，包装化这是国家提倡的从食品安全角度出发，我们会
尽量减少散油在终端销售中的比例，通过包装化来提供良好品质的油脂提供给居民来消费。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不是食品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背后有渠道的调节器，很多人可能也
不太了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油脂贸易商、油脂经销商，经过散油
包装化的产品就比较难以转手进行流通，过去这个方式逐步明显以后，油脂经销商、油脂贸
易商数量在减少。天津是比较大的口岸，过去在天津的油脂贸易商达到 200 家，目前也就只
有 50 家左右，由于渠道的萎缩现货市场投机的这部分的需求下降很多，通过包装化我们体
现了实际的需求。过去这么多竞销商你拿 1000 万吨我拿 1 万吨，这个需求相当大，目前由
于中间商渠道萎缩导致了需求的投机性在下降，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油脂一直会呈现这样的
状况，我相信这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

另外就是生物能源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生物能源对市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目前也呈
现了一些疲弱的状况，在原油比较高的情况下，油脂充分供应相对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也会
有一个比较好的状况。从美国的生物能源来看也会有不确定的因素，美国 2013 年生物柴油
税收状况到 2014 年怎么实施？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在美国政府关门之后对我们财政补贴产
生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去观察。
经济问题也影响到欧洲的情况，2013 点从年初 100 万吨也对市场造成了很大影响。还
有欧洲低廉的棕榈油或者说生物柴油，从阿根廷进口的棕榈油进行了一些限制，我们也没有
看到马来西亚生物柴油的需求增长很多，这个概念也是在一个平稳或者说逐步消退的过程，
美国的需求从原油已经转向页岩油新的状况。
市场上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棕榈油市场融资的状况，我们看到 2012 年棕榈油进口
630 多万吨，2013 年 1 到 8 月份达到了 40%以上，融资比例达到了 60-70%以上，这也导致国
内棕榈油的供应是靠融资量来操作的，但是后期供应来讲还是比较平稳，国内国外贸易利差
还存在，所以还有一定的空间。
棕榈油的市场近期还呈现一定的变化，为什么会比较强？过去融资量出口以后在国内会
进行低价销售，目前棕榈油融资商在国内还会做二次抵押，棕榈油库存现在还有 95 万吨左
右，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有 20-30%的比例在国内做了二次抵押以后，实际上这部分在国内
是不能流通的。
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内油粕比的状况，豆粕(3276, -21.00, -0.64%)的价格也受到坚挺，
同时给豆油市场比较大的压力，我们看到油粕比 10 月份达到 2.8 左右，是比较低的水平，
这也是未来市场能做的改善。我相信市场会做一个调整，但是从大的环境下来看，可能蛋白
需求还会有一个持续性增长，但是油脂的供应和供需状况决定了油脂很难有特别大的情况，
应该是短期、过渡的反弹，或者调整。
油粕比对我们整个价差也影响比较大，我们季节性非常明显，夏天油粕比价差是比较明
显的，今年比较高在 6、7 月份，目前价差也就 1100 多的水平，呈现了反季节的状况，这也
对我们有一个价差的影响。
后期到货，
其实大豆供应是在逐步增加，棕榈油融资进口仍然保持在 45 到 50 万吨的量，
供应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
总结前面的情况，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油脂没有趋势行情，去库存化；油脂跌到绝对价格
之后，市场是得到支撑的，但是供应的充足使市场有比较难的行情。对豆油来讲，散油市场
包装化对豆油的影响非常大；而棕油市场对我们供应非常大；政策性对菜油影响非常大。我
们市场是在助推的过程，但是中间会有结构性的行情。我们主要体现在农民和商家方面，在
长期的供求关系中供求是稳定的状况，但是从商家来讲我们的采购是不断地体现，甚至连明
年的货已经开始买了，大家过去的观点谁买越早就越便宜，而从农民角度来讲，农民越留到
最后价格卖得越高，这种情况使得在市场上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状况，这是市场的内容。

还有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座有很多做期货的投资者，投资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我们
在做某些私募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100 亿以上的规模，投资规模会刺激到期货市场的规模，
也会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我们套保在过去显得比较大，在目前投资相比已经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交易所、监管部门对未来市场怎么变化，我们怎么调整对期货市场的监管、规则，或者
说整个市场变化要进行深入的调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进口规模、压榨规模，或者说我们
整个产业的贸易规模是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市场可能对交割或者说对期限结合的机制还是
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会导致整个市场在不能完全反映现货实际的供求关系，有这种结构性的
问题，可能我们要引起一些关注。我希望我们期货市场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这样才能
得到良性或者正常发展的情况。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这些内容，中间可能不是太完善，可能有一些不一定正确的地方，给
大家参考，祝贺大会成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