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飞：未来半年内买基差可以

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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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东凌粮油(16.06, -0.09, -0.56%)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徐建飞讲演实录。
徐建飞：大家下午好！我往这儿一站第一个想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中国 GDP 发展这么快，
你看座位这个位置前两排老师位置都是空的，后面的位置都是满的，这是中国的潜力所在。
王庆先生是感冒，我也是感冒，所以今天上午都没来。
我今天的演讲大概是 30 张幻灯片，希望大家坚持最后半小时，黎明前的黑暗就过去了。
总共有 10 个方面的话题，我记得 5 年前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提出一个概念叫牙齿压榨，
我觉得那可能算是一个亮点，今天 10 个话题里面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亮点，但是有很多的
问题，后面会说到。
中国的大豆进口比例是最大的，开放也是最早的，产业链条比玉米、小麦都要长，教训
也是最深刻的。所以说大豆行业确实是值得回顾的。
这是我几年前总结的，大豆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属性？首先是食品属性，大豆就是中
国古代稻梁菽中的菽中的，我们以前吃豆子现在变成通过榨油厂榨了才吃。也包括人权属性，

联合国[微博]专家说拿粮食做生物能源是对人类的犯罪。还有政治属性，文化属性也能够理
解，本来是一方本土养一方人，现在大豆养全世界，饮食文化也受到了一些变化。
大豆行业重大的历史事件，5000 年前在中国种植，中国是唯一一个不依靠羊牛奶延续
的文明，全世界对牛奶的依赖，我们 5000 年没有牛奶的流行，没有那么在意，有什么吃什
么应该也是可以的。大豆 17 世纪进入欧洲，18 世纪传到美国。美国当年芝加哥有一本书，
那本书记载 1920 年年代美国农业部人员从中国带了很多大豆样本在美国进行培育，培育出
了很多的品种。当年农业部从这里带那么多大豆有没有付给我们知识产权费？这是需要探讨
的问题。其他的事件就比较一般了，1982 年美国大豆协会设办公室，1996 年放开，1998 年
中国放开两年之后第一次这个行业出现了危机。2004 年又是一次危机，也是行业的第二次
整合，这一会儿有单独的总结，2008 年又是全国的金融危机，接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我这里想说一下 2004 年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2004 年的危机？2004 年管制上还是因
为中国企业太盲目了，内因还是根本的条件，企业盲目扩张把所有钱多用在产能扩张上，没
有套保的理念，这是 2004 年最根本的原因。在行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协会也没有什么经验，
协调这些关系的时候也没有要考虑上面的意见，没有太切实考虑企业的意见，政府这一块也
没有什么作为，2004 年政府是没有作为的。整个系统包括银行、媒体各个方面都是无序的，
资本是无形的，有了这个机会肯定是抓住不放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的，本身这个规则也有点问题，交易规则有点问题，这个我在最
后会单独再说一下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过多怪别人，最重要是自己。
2004 年有个小的插曲，当时出现了红豆事件，巴西过来的大豆混了种衣豆，后来遭遇
了退货，后来巴西的总统商量胡锦涛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巴西总统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说对不起，我们应该不把这个种豆运到中国来的，后来巴西的出口商受不了了，就跟巴西政
府说这个本来也没有什么，就那么一点红豆也没有什么，后来就演化出来说卢拉要找胡锦涛。
当时外交部通知胡主席说，卢拉要找你谈谈红豆的事情，说大豆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怎么变成
政治问题了？我想说的是什么问题呢？中国退货按照法律来讲是对的，这两张图片是美国的，
他明确写着种豆不可以作为商业大豆。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纠纷，所有的企业在伦敦仲裁都
是输的。
回到当下，大豆的进口 1996 年是一辆小自行车，后来变成卡车，现在变成火车，火车
也不好停，可能火车下面有个小石子路上就会不顺，市场就会发生变化。
量在不断增加，我们还有多大的空间？红的这条线是台湾人均蛋白的摄入量，从 10 多
年前人均蛋白摄入量，蛋白摄入量只是肉和奶两项，不包括水产，已经不增加了。中国大陆
人均蛋白摄入量还在不断地增长。其中还有多大差距呢？人均 3.5 公斤的大豆，如果将来中
国按照 16 亿人来算填上这个缺口那就是 1600 万吨大豆。除了人均摄入量指标之外，大豆增
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豆把其他的蛋白源给挤掉了，1973-1974 年大豆在蛋白比重占 55%，
到了 30 年以后就变成了 57%，
现在的问题是在未来大豆在这些里面比重会不会继续增加呢？
这张图是 2013-2014 年和 2003-2004 年豆粕没有变化，豆粕在蛋白粕原料里面所占的原料变

化，2013-2014 年是下降的，接下来什么抢了豆粕的蛋糕？这张图给你大概的意思，菜籽粕
是一路上升的，这是从相对关系来讲的。
还有就是来考量中国大豆企业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国产大豆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从单
产来讲，今天中国的单产在这个方面每公顷不到 2 吨，大概是 1.7-1.8 吨，巴西每公顷在 3
吨，假设说我们单产能够达到巴西一样的水平，在现有水平上增长多 800 万吨，这是给大家
一个大的概念。
(PPT 图)这两张图告诉我们进口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张图是豆粕进口和豆粕的出
口，豆油的进口我觉得做油的人已经体会到了，整个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几
年我们豆粕 100%是以油的形式进口的，今天的豆油有两个方面：一是油本身，大概就是 10%；
二是油在大豆里面，这里大概占有 90%，油市场逻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做油不能光
看油，必须要看大豆，不看大豆就没有办法做油。
(PPT 图)我在做数据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大豆的出口到美国，我们从美
国进口 2500 万吨大豆，同时中国大豆出口到美国，出口的数量刚开始是 2 万吨，刚刚过去
这个年度已经达到 10 万吨，我在芝加哥看到豆腐上面写非转基因豆腐，这是有意思的事情。
另外中国浓缩蛋白，这个应该也是非转基因的，这也是在增加，非转基因的概念好像有点抬
头的意思。
提到非转基因，我想媒体报道也比较多。我这里想说一个问题，转基因和高单产有没有
联系？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有转基因是要提高单产。转基因有没有害？我不知道。转基因和
单产联系在一起，这两张图是玉米的单产，这是玉米的单产，玉米单产最高是美国，美国玉
米就是转基因的。同一张图我们看到埃及玉米是非转基因国家，比其他国家要高。比如说欧
洲，欧洲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也不低的。下面再看菜籽，菜籽最高的是欧洲，欧洲是非转
基因的，加拿大 1000 多万吨菜籽，中国也是 1000 万吨菜籽，加拿大是转基因的，中国是非
转基因的。
除了菜籽之外，还有小麦，小麦全是非转基因的，中国是一条红色，刚开始单产低于美
国，现在一路超过美国，仅次于埃及和欧洲。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小麦单产在美国老是
不求上进呢？老是不太高呢？是因为水土不服吗？这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中国小麦
一路飙升，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小麦作为口粮，所以把小麦单产提高。
还有是稻谷，稻谷的单产和小麦单产做个比较，这也是有意思的事情，所有稻谷这一块
的产量最高能达到每公顷 9 吨到 10 吨，小麦是 6 吨。比如说 100 公斤小麦你也就出口 60-70
公斤，可是单产差这么多，你为什么要去种小麦呢？稻谷的高单产国家很多，但是小麦高单
产国家不多，为什么是这种情况？我曾经看过全球通史物理学家写的书上讲，他说小麦这个
品种是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带向全世界的，不是在各个地方自然净化出来的品种，稻谷是自然
净化出来的，小麦是被强制推广到全世界的，这也许是单产不理想大家还在种的原因。
(PPT 图)这张图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印象，在埃及稻谷、玉米、小麦所有单产都是很高的，
埃及是非转基因。结论就是，我初步来看转基因和高单产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前两天我

看到巴西的研究，我自己在过去十年我也问过美国巴西的农民，你们为什么要种非转基因的
大豆？他说非转基因和转基因产量相差不大，但我们非转基因的种子都买不到。最近巴西有
个机构，他们研究了 35 个高产大豆品种，高产大豆种了以后和非转基因差不多的，收益可
以比转基因高出 10%，这是巴西的报道。
从初步的单产角度来看，我是没有看到单产和转基因的必然联系。另外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转基因确实能够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按照哲学有一句话叫有得必有失，我们得到了转
基因的好处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讲一下贸易额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张图是说我们进口的量当中有
多少是以贸易的形式进来的，有的是代理、有的是融资，可能融资为主。2009 年 20 万吨/
月，现在一个月我们能达到 160 万吨，达到了 25-30%的比重，中国大豆市场贸易大豆不能
忽视，全世界也不能忽视。
很多人都说贸易大豆能不能持续？有人说这是骑虎难下，有一天是不行的，我是保持中
立，也许贸易可以开辟一条新的天地，如果风险管理得当，用现有的份额控制好风险，慢慢
地经营也许这块天地就是他的，我们拭目以待吧！至少有一点很确定今天的贸易大豆不像 2、
3 年前那么乱了，是很有序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补充。
(PPT 图)这是这几年各类企业直接进口大豆的比例，我们发现国企进口是增加的，民营
也是增加的，外企进口是下降的，这里面有一些个人的评论，有空再看。
(PPT 图)这是贸易融资，最近有一点变化的情况。另外就是中国的采购节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刚才王庆讲到美国农民的销售很快，但是反过来中国的采购很快，右边这张图是每
个年度美国大豆出口到中国的比例，一般没超过 60%，50-60%的水平，但是这张图就不一样，
中国以及未知地从美国采购的大豆比重达到 90%，而多数未知地都是中国的，这说明什么呢？
中国买得很快，但是最终没有装那么多。这张图会看得更加明显，每个年度美国出口销售的
进度占销售额的比重，每年 1 月份有一个跳升，一下子比例上升，这主要是中国的原因。绿
的这条线是 2012／13 年的，这个数字是这个年度销售下一个年度量的比例，现在显然是创
了新高了，2013／14 年我们销售数据是历史上最快的，但是农民卖得慢搞得现在很强劲。
美国销售快主要是中国采购快造成的，为什么中国采购越来越快呢？越来越早呢？我觉
得总结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 2000 年以后有豆粕，豆粕上市可以套保；2004 年以后有危机，
还有套保的意识，还缺钱；2006 年豆油上市以后给套保提供了便利，从后面一张图那时候
还没有造成大量套保的流行；2008 年以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连豆粕每天持仓量和豆粕
年供应量的比例从 2008 年以后不断地增长，大连期货的持仓量不断地增长，豆油增长更多。
这里面发生什么变化呢？2008 年发生危机以后，大资本企业包括外企、中央企业，大资本
企业有钱，然后又想套保，2008 年造成套保盘增加，到 1 月份新的豆油、豆粕合同推出来
以后，只要有利润大家就会去采购，采购就会体现。另外一个原因是跟融资大豆有关系，4
万亿前后贸易豆的崛起怕买不上，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做贸易融资的人一定要保持连续运
转，某种程度上导致采购提前的原因。

2008 年以后大家觉得套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了，顺便说一下芝加哥是什么情况，大连看
到豆粕持仓量占全年供应量比重在 50%左右，豆油达到 70%左右，芝加哥关键它的分母用哪
一个数字，分母如果用全球的产量那是比较低的，在 30-40%，如果分母用美国的产量，那
就达到 100%，如果分母用全球贸易量 9000 多万吨芝加哥的贸易量比重也相当于 90-100%的
水平。如果芝加哥代表全球市场泡沫不大，如果芝加哥代表美国市场泡沫就比较大。
我想总结一下刚才前面讲的贸易模式、套保，把它抽象一下用这句话来概括，“实体搭
台，虚拟唱戏”，虚拟比重越来越大以后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虽然中国市场是管制的，
但是挡不住资本在国内国外的流动，如果资本随意流动理论上讲中国和国外的差价就应该相
对平稳，不应该出现巨大的落差。中国过去 3 年的行业自律性明显地增强，似乎是这个行业
在 0 毛率水平找到了平衡，如果亏得太多我就少进口、少加工，比如说我负责采购我看利率
什么情况，亏得太多我就少进口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工厂普遍接受了大企业的理念，我们是加工大豆的，不是来投机的，大
大小小的企业每天来关心压榨利润，加工利润不好我们在销售经营决策上就会做相应的改变。
有一点值得一提的，都说巴西的农民有钱，他们持货的能力很高，我想说的是中国这边
的套保能力也在加强，你不卖我就耗着，各种措施也在增强。
前面提到过了油品的进口，我觉得做油的同志们要研究一下，逻辑和结构都发生变化了，
因为油的进口比重越来越小了，豆油只有 10%。和豆油不同的是豆粕的经销商这两年非常顺
利，他们买基差拿头寸都赚了很多的钱。现在豆粕经销商都积极参与基差，我是要感谢经销
商买我们的基差，帮我们锁定利润，我们锁定了风险也放弃的收益，我想说的是，你买基差
的时候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我预测未来半年内买基差还是可以的，但是未来买基差也还是
要注意的。
所有套保、风险管理已经越来越成熟，大家大概知道怎么去弄了，特别是 2008 年也没
有出现什么大的灾害性事件，但是有一点中国没有办法克服的，我们几次出现过这种极端的
情况，2004 年、2008 年、2012 年出现过，美国的大豆比中国贵 500 到 1000 块钱，这个大
豆还在源源不断往中国市场流，如果市场是有效地市场，那个大豆不应该往中国流，应该留
在中国。当时我跟他们探讨，说这些豆子都卖给你了不可能不拿走，我说可以交给芝加哥，
这个问题在 2004 年的时候芝加哥主席和总裁我们都面对面交流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没有解，具体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芝加哥在这个地方，我想芝加哥 1848 年成立的时
候市场活动半径也就在这附近，现在美国的产量遍布全美，而芝加哥只在以南大概 430 英里
的范围设置交割库，在我从业的 20-30 年里面没有什么变化，我也问过一些老人从 1848 年
到现在芝加哥交割系统没有怎么变，就是在这一片。可是它的功能、它代表的价格范围不是
在芝加哥了，已经扩展到两个港口了，可是它的交割系统没有扩展，2005 年开了新的大豆
品种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这导致什么问题？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像说中国的房地产现在有泡沫，城里的房子
是房子可以自由买卖，农村人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自由买卖，大豆一旦离开了芝加哥这个
地方不能去交割，在芝加哥的大豆是城里的房子，芝加哥外的大豆是农村人的房子，没有产

权证，可以住、可以用，但是不能交割。2004 年的时候跟大家探讨过，当时说要研究美西
和美湾，我说你在美西和美湾设置交割库，也可以请芝加哥嘉宾做一些评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