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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期间美豆重挫。美方宣布对中方官员采取签证限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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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外媒报道中国可能通过延缓购买美国商品的方法反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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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产区
天气、新冠疫情

提振美豆丰产预期，打压美豆价格下跌。但 USDA 报告称
中国仍在采购美豆，限制美豆下跌空间。
基层余粮消耗殆尽，贸易商收购成本明显提升，提振其
报价持续上涨。不过，下游对高价接受度暂时不高，加上两
湖地区新季早豆 7 月底前即将上市，下游以随用随采为主，
国产

市场仍缺乏需求放量支撑。6 月 30 日第四轮大豆拍卖即将

大豆

展开，四轮临储拍卖数量超出市场预期。但东北多地暴雨和

临储拍卖、新豆
震荡偏强

上市、新冠疫情、
天气炒作

强对流齐发，局部遭遇冰雹天气。目前东北大豆处于生长期，
极端天气势必影响大豆作物生长状况。国产大豆多空交织，
短期卖方市场占据主导位置，大豆行情或继续偏强运行。
部分工厂豆粕胀库停机，压榨量和开机率小幅下降，但
大豆压榨量和开机率仍高于近五年同期，维持超高水平，豆
粕库存逐步增加。疫情反弹可能再度冲击肉类和水产需求，
豆粕

短期豆粕基本面偏空。但巴西大豆供应趋紧导致大豆升贴水

中美关系、产区
弱势震荡

报价坚挺，提升大豆进口成本，另外生猪价格和养殖利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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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新冠疫情、
养殖需求恢复

续企稳回升，政策支持力度大，刺激养殖企业、特别是集团
大厂的补栏积极性，后期需求前景看好，抑制粕价跌幅。
菜粕提货速度放缓，库存止降回升，且南方多地发生洪
菜粕

涝灾害，冲击水产养殖设施，水产饲料增速不及预期，加上
北京疫情再现，买家入市谨慎，打压菜粕下跌。但菜籽压榨

中加关系、天气
弱势震荡

新冠疫情

量小幅回落，菜粕库存仍处历年低位，抑制菜粕跌幅。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炒作、需求恢复、

因美国新增病例飙升，国际担忧市场消费能力，美豆、
美豆油、美原油期价回落，拖累油脂短线偏弱震荡。国内豆
油市场购销放缓，豆油库存持续增加，中储粮分批拍卖豆油
油脂

和菜油储备，且 SPPOMA 数据显示 6 月 1 日-25 日马来西
亚棕榈油产量比 5 月同期增 25%，油脂供应增多和国内疫情
反弹对市场情绪有所干扰，抑制油脂行情走势。但菜油库存
小幅下降，且远低于往年同期，底部支撑较强。国内豆油和
棕榈油库存也仍处于历年同期低位，回调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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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油脂油料行情回顾
1.1 外围市场消息多变，油脂油料波动频繁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06-24

2020-06-23

日涨跌幅

周涨跌幅

黄大豆 1 号

元/吨

4708

4729

-0.44%

-2.63%

6.44%

黄大豆 2 号

元/吨

3054

3060

-0.20%

2.69%

3.70%

豆粕

元/吨

2818

2810

0.28%

0.25%

1.08%

豆油

元/吨

5756

5754

0.03%

-0.83%

5.31%

菜籽粕

元/吨

2331

2332

-0.04%

0.43%

-0.09%

菜籽油

元/吨

7534

7491

0.57%

0.27%

11.14%

棕榈油

元/吨

5114

5104

0.20%

-0.70%

11.37%

周度走势

月涨跌幅

图表 1.1.1 大豆和蛋白粕期货行情走势（元/吨）

图表 1.1.2. 油脂期货行情走势（元/吨）

56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月度走势

截止上周，中储粮已完成三轮临储拍卖，抛储共计 140669 吨，超出市场预期，有助于缓解国产大豆供应
紧张局面。基层余粮消耗殆尽，贸易商上量困难且收购成本提升，在供应偏紧的背景下，贸易商报价仍有上涨。
不过，目前下游对高价接受度暂时不高，加上两湖地区新季早豆 7 月底前即将上市，仍有部分贸易商持观望态
度，继续提价意愿不高，上周豆一期价震荡下行。
上周彭博社报道称，夏威夷会谈后中国将加快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不过，6 月 23 日白宫顾问纳瓦罗称对
华贸易协议“结束”，一度引发美豆跳水，但随后特朗普发推：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完好无损，市场紧张情绪缓解，
美豆拉升。端午节假期期间，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多州暂停重启经济，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担忧，
美豆重挫。另外，美方宣布对中方官员采取签证限制措施，外媒报道中国可能通过延缓购买美国商品的方法反
制美国，但 USDA 报告称中国仍在采购美豆，外围市场消息多变。此外，美国中西部地区迎来有利降雨，缓解
了部分作物忧虑，天气前景整体良好提振美豆丰产预期，打压美豆价格下跌。上周豆二、豆粕和菜粕受外盘美
豆联动影响，波动频繁，盘面走出反复急涨急跌行情。
国内油脂库存均处于历史同期低位，但未来两月进口大豆月均到港超千万吨，大豆压榨量创周度历史新高，
豆油商业库存持续增加，加上中储粮分批拍卖豆油和菜油储备，油脂供应增多和国内疫情反弹会对市场情绪有
所干扰，抑制油脂行情走势。且豆油和棕榈油作为生物柴油掺兑原料，期价追随国际原油走势，上周油脂震荡
走弱。菜籽油结束 17 个交易日连阳，震荡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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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豆类
2.1 美豆
2.1.1 中西部迎来有利降雨，提振美豆丰产预期
图表 2.1.1.1 美国大豆种植进度（%）

图表 2.1.1.2 美国大豆出芽率（%）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USDA 周度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 6 月 21 日当周，美国大豆种植率为 96%，此前市场预估均值为 97%，
之前一周为 93%，去年同期为 83%，五年均值为 93%。美国大豆出苗率为 89%,之前一周为 81%,去年同期为 66%，
五年均值为 85%。
图表 2.1.1.3 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

图表 2.1.1.4 美国大豆开花率（%）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截至 6 月 21 日当周，美国大豆优良率为 70%，市场预期为 71%，之前一周为 72%，去年同期为 54%。美国
大豆开花率为 5%，去年同期为 1% ,五年均值为 5%。
天气预测美国中西部下周可能仍有零星阵雨，以满足作物生长的水分需求，东部地区可能再次出现干燥天
气。美国中西部地区迎来有利降雨，缓解了部分作物忧虑，天气前景整体良好提振美豆丰产预期。但美豆正处
于生长期，产区天气仍然是市场炒作焦点，如果天气突然恶化，影响大豆作物生长状况，或导致单产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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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美国大豆出口销售下滑，市场关注中美贸易关系发展
图表 2.1.2.1 美国大豆当周出口（吨）

图表 2.1.2.2 美国大豆累计出口（吨）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USDA 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6 月 18 日当周，美国大豆当周出口 302359 吨，较前一周 387527，减少
85168 吨，环比降幅 21.98%；较去年同期 725081 吨，减少 422722 吨，同比降幅 58.3%。截至 6 月 18 日当周，
美国大豆累计出口 36908473 吨，较去年同期 37052175 吨，减少 143702 吨，同比降幅 0.39%。美豆累计出口
目前低于近五年同期，出口不利对美豆形成利空。另外，美方宣布对中方官员采取签证限制措施，外媒报道中
国可能通过延缓购买美国商品的方法反制美国，但 USDA 报告称中国仍在采购美豆，外围市场消息多变。后续
需重点关注中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图表 2.1.2.3 美国对中国大豆当周出口（吨）

图表 2.1.2.4 美国对中国大豆累计出口（吨）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USDA 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6 月 18 日当周，中国买家采购 56.6 万吨美国大豆，低于上周的 135.3
万吨。当周中国买入 17.25 万吨美国陈豆以及 39.3 万吨新豆。上周中国买入 32 万吨美国陈豆以及 103.3 万吨
新豆。迄今美国农业部证实 2020 公历年美国对华大豆销售量累计达到 460 万吨，8 月底前交货；美国还对华
售出 344 万吨新豆，在始于 9 月 1 日的 2020/21 年度交货。

2.1.3 美国大豆压榨利润持续下滑，继续低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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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3.1 每蒲式耳大豆压榨出油及出粕总值（美元）

图表 2.1.3.2 大豆、豆油及豆粕间价差（美元）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USDA、东吴期货

USDA 周度压榨报告显示，截至 6 月 25 日当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为每蒲式耳 9.82 美元，低于一周前的
9.92 美元/蒲式耳和去年同期的 10.82 美元/蒲式耳。

2.2 大豆
2.2.1 进口大豆港口库存仍趋于增加，6-8 月预估大豆到港均超千万吨
图表 2.2.1.1 进口大豆港口库存（吨）

图表 2.2.1.2 大豆进口到港数量（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2020 年 6 月 28 日，进口大豆港口库存 681.12 万吨，较一周前增加 9.585 万吨，库存仍趋于增加。
图表 2.2.1.3 大豆进口到港数量本月预报（吨）

图表 2.2.1.4 大豆进口到港数量下月预报（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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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ofeed 调查统计，2020 年 7 月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158.5 船 1039.8 万吨，8 月初步预估 940
万吨，较上周预估增 20 万吨，9 月初步预估维持 810 万吨，10 月份初步预估 730 万吨，11 月到港量初步预估
740 万吨。按上述到港预估量，预计 2019/2020 年度（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中国进口大豆量将达到
9621.38 万吨，较上年度 Cofeed 调查的进口量 8279.49 增长 1341.89 万吨，增幅 16.21%。
2.2.2 国产大豆、进口大豆压榨利润边际改善
图表 2.2.2.1 国产大豆压榨利润（元/吨）

图表 2.2.2.2 进口大豆压榨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2020 年 6 月 28 日，黑龙江国产大豆压榨利润-1565.2 元/吨，较前一周增加 14.3 元/吨；大连国产大豆压
榨利润-1690.8 元/吨，较前一周增加 14.3 元/吨；天津国产大豆压榨利润-1713.25 元/吨，较前一周减少 1.8 元
/吨；山东国产大豆压榨利润-1605.3 元/吨，较前一周减少 1.8 元/吨。
2020 年 6 月 28 日，大连进口大豆压榨利润 179.3 元/吨，较前一周增加 14 元/吨；天津进口大豆压榨利润
107.75 元/吨，较前日减少 1.9 元/吨。
2.2.3 可售货源日益紧张，南美大豆进口成本持续上涨
图表 2.2.3.1 美豆到港成本及升贴水（元/吨）

图表 2.2.3.2 南美大豆到港成本及升贴水（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2020 年 6 月 28 日，美豆到港成本 4090.15 元/吨，较前日下降 12.08 元/吨，较一周前上涨 10.07 元/吨；
美豆升贴水 106 元/吨，较一周前上涨 4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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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美大豆可售货源日益紧张，南美大豆进口成本持续上涨。2020 年 6 月 28 日，南美大豆到港成本
3220.79 元/吨，较前日下降 9.72 元/吨，较一周前上涨 8 元/吨；南美大豆升贴水 123 元/吨，较一周前无变化。

三、 蛋白粕
3.1 家禽养殖利润改善，但水产饲料增速不及预期
图表 3.1.1 22 个省市生猪平均价（元/千克）

图表 3.1.2 生猪养殖利润（元/头）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5 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3.9%，连续 8 个月环比增长，累计增长 23.3%；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3.9%，连续
4 个月环比增长，比 2019 年年末增加 3800 万头。
6 月 26 日当周，22 个省市生猪平均价 34.53 元/千克，较上周 33.76 元/千克，上涨 0.77 元/千克，涨幅 2.28%，
生猪价格已连续 7 周企稳回升。6 月 26 日当周，
生猪养殖利润 2263.25 元/头，较上周 2104.91 元/头，增加 158.34
元/头，增幅 7.52%，生猪养殖利润继续 6 周增长。
自 5 月下旬开始，生猪养殖利润再度扩大，加上政府补贴扶持力度大，刺激了养殖企业、特别是集团大厂
的补栏积极性。但是 5 月份市场上中大猪出栏增多，再加上 3-4 月份养殖户压饲料库存现象普遍，导致 5 月份
猪料价格下滑。
图表 3.1.3 蛋鸡养殖利润（元/羽）

图表 3.1.4 肉鸭养殖利润（元/羽）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6 月 26 日当周，蛋鸡养殖利润-9.04 元/羽，较上周-16.73 元/羽，增加 7.69 元/羽；肉鸭养殖利润 1.81 元/
羽，较上周 1.8 元/羽，增加 0.01 元/羽。家禽养殖利润整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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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鸡蛋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运行，自春节后养殖端持续亏损，当下已处于深度亏损中，部分养殖场开始
淘汰高日龄老鸡止损，5 月份之后便进入传统补栏淡季，今年蛋价持续走低，且市场对于今年整体行情看空预
期较高，养殖户补栏意愿不佳，淡季更淡，打压了全国蛋鸡存栏量下降，且肉鸡也因终端消费市场需求低迷，
养殖场补栏雏苗极为谨慎，各地区鸡苗走货缓慢，共同影响禽料需求。
水产料受季节性需求推动，5 月份水产料继续增长，不过，南方地区近期暴雨连连，中央气象台已连发 27
天暴雨预警，南方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水产养殖情况不如往年同期，5 月份水产饲料增速不及预期。反刍料受
季节性影响，继续下降。

3.2 豆粕
3.2.1 部分工厂豆粕胀库停机，压榨量和开机率小幅下降
图表 3.2.1.1 全国大豆压榨量周度趋势（万吨）

图表 3.2.1.2 全国大豆开机率周度趋势（百分比）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6 月 20 日-6 月 26 日当周，部分工厂豆粕胀库停机，其中华东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本周开机率小幅下降，
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203.1 万吨（出粕 160.45 万吨，出油 38.59 万吨），较上周 213.82 万降 10.72 万吨，
降幅 5.01%，当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为 58.50%，较上周的 61.58%降 3.08%。但大豆压榨量和开机率仍高于近五年同
期，维持超高水平。
3.2.2 压榨量维持超高水平，油厂大豆和豆粕库存逐步增加
图表 3.2.2.1 沿海油厂豆粕库存周度趋势（万吨）

图表 3.2.2.2 沿海油厂豆粕未执行合同周度趋势（万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www.dwfutures.com 第 8页

东吴期货研究所
大豆库存：大豆到港量庞大，6 月 26 日当周沿海油厂大豆库存继续增加，国内主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总
库存量 564.8 万吨，较上周的 518.35 万吨增加 46.45 万吨，增幅 8.96%，较去年同期 405.56 万吨增加 39.26%。
6-8 月大豆到港量依旧庞大，预计后期大豆库存还将逐步增加。
豆粕库存：油厂大豆压榨量维持超高位，导致本周豆粕库存继续增加，6 月 26 日当周已连续第十周回升，
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96.47 万吨，较上周的 90.03 万吨增加 6.44 万吨，增幅在 7.15%，较去年
同期 89.5 万吨增加 7.78%。未来两周压榨量预计仍在 205 万吨左右的超高水平，预计豆粕库存或继续增加。
未执行合同：本周油厂豆粕未执行合同量继续减少，截止 6 月 26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未
执行合同量 360.55 万吨，较上周的 404.86 万吨减少 44.31 万吨，降幅 10.94%，较去年同期的 283.16 万吨，增
加 27.33%。

3.3 菜粕
3.3.1 菜籽周末结转库存减少，但仍低于往年同期
图表 3.3.1.1 本周菜籽周度供需平衡表

图表 3.3.1.2 沿海菜籽库存（万吨）

全国
第 26 周

第 25 周

增减

周初库存

34.90

17.90

17.00

菜籽到库量

2.70

22.50

(19.80)

菜籽压榨量

5.30

5.50

(0.20)

周末结转库存

32.30

34.90

(2.60)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截止 6 月 26 日当周，国内沿海进口菜籽总库存下降至 32.3 万吨，较上周的 34.9 万吨减少 2.6 万吨，降幅
7.45%，较去年同期的 47.25 万吨，降幅 31.64%。中加关系紧张导致菜籽进口不畅，但陆续还有一些加籽船到。
根据 Cofeed 统计，6 月有 19.2 万吨加籽和 5.7 万吨澳籽到，7 月有 18 万吨加籽和 3 万吨澳籽到到。预计需要
中加紧张关系缓解后，国内企业才会大量买入新的加籽船，目前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及个别外资还有菜籽到港。
孟晚舟案暂无新进展，中加关系紧张局面未缓和，及中澳关系也不乐观，后续菜籽进口量或继续受影响。
3.3.2 油厂菜籽开机率小幅回落，压榨量总体仍处较低水平
图表 3.3.2.1 国产菜籽产能利用率（%）

图表 3.3.2.2 进口菜籽产能利用率（%）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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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6 月 26 日当周，沿海油厂开机率小幅回落，油厂菜籽压榨量小幅下降至 5.3 万吨（进口菜籽压
榨 5.3 万吨，国产菜籽压榨量 0 吨），较上周 5.5 万吨减少 2000 吨，降幅 3.64%，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 10.58%，
上周开机率在 10.98%，其中本周国产菜籽开机率较上周持稳在 0%；本周沿海地区进口菜籽加工厂开机率在
25.67%，上周开机率在 26.63%。下周及下下周因个别油厂恢复开机，压榨量将回升至 5.4 万吨和 6.65 万吨。因
原料不足，压榨量总体仍处较低水平。
3.3.3 菜粕提货速度放缓，菜粕库存止降回升
图表 3.3.3.1 沿海菜粕库存（吨）

图表 3.3.3.2 沿海菜粕未执行合同（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菜籽油厂开机率小幅回落，但菜粕提货速度放缓，导致 6 月 26 日当周两广及福建地区菜粕库存增加至 2.8
万吨，较上周 2.35 万吨增加 4500 吨，增幅 19.15%，较去年同期各油厂的菜粕库存 1.15 万吨增幅 143.5%。
3.3.4 国产油菜籽压榨利润增减不一，进口油菜籽压榨利润小幅走缩
图表 3.3.4.1 国产油菜籽压榨利润（元/吨）

图表 3.3.4.2 进口油菜籽压榨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2020 年 6 月 28 日，江苏国产油菜籽压榨利润-272 元/吨，较上周增加 170 元/吨；湖北国产油菜籽压榨利
润 272 元/吨，较上周减少 120 元/吨。广东进口油菜籽压榨利润 495.8 元/吨，较上周减少 15.6 元/吨。

四、 油脂
4.1 豆油
4.1.1 豆油港口和商业库存持续增加，预计后期保持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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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1.1 豆油港口库存（万吨）

图表 4.1.1.2 豆油商业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2020 年 6 月 23 日，全国豆油港口库存 85.4 万吨，较 6 月 16 日 77.6 万吨，增加 7.8 万吨，增幅 10.05%。
6 月 26 日当周，豆油库存继续回升，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12.248 万吨，较上周的 103.755 万吨增 8.493
万吨，增幅为 8.19%，较上个月同期 90 万吨增 22.248 万吨，增幅为 24.72%，较去年同期的 148 万吨降 35.752
万吨，降幅 24.16%，五年同期均值 126.34 万吨。部分工厂豆粕胀库停机，未来两周压榨量将小幅回升，预计
后期豆油库存将保持升势。

4.2 菜油
4.2.1 沿海油厂菜油库存小幅下降，仍远低于往年同期
图表 4.2.1.1 沿海油厂沿海菜油库存（吨）

图表 4.2.1.2 沿海油厂菜油未执行合同（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6 月 26 日当周菜籽油厂开机率小幅回落，两广及福建地区菜油库存下降至 2.35 吨，较上周 2.4 吨减少 500
吨，降幅 2.08%，但较去年同期 9.47 吨，降幅 75.18%。

4.3 棕榈油
4.3.1 国内棕油库存增加，但仍处于历年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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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3.2.1 全国棕榈油商业库存（万吨）

图表 4.3.2.2 棕榈油进口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资料来源：Wind、东吴期货

2020 年 6 月 24 日，全国棕榈油商业库存 40.1 万吨，较上周 36.1 万吨，增加 4 万吨，增幅 11.08%。2020
年 6 月 28 日，24 度棕榈油现货平均价 5415 元/吨，马来西亚棕榈油进口成本价 5526.35 元/吨，进口利润-111.35
元/吨。国内外棕油倒挂，中国买家采购量不大，国内棕油库存增加，但仍处于历年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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