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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5780附近布局白糖05多单，第一目标位5880。（★★★☆☆）
                       
                       
                  

养殖
板块

饲料

豆粕 菜粕 玉米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主力合约期价 4277 156 3.79% 主力合约期价 4134 224 7.88% 主力合约期价 2885 42 49.98%
美豆期价 1693 20 1.17% 福建价格 4100 151 3.69% 美玉米期价 741 -4 -0.50%

张家港价格 4990 30 0.60% 全国均价 3949 1 0.01% 锦州港价格 2810 20 0.72%
全国均价 4998 19 0.39% 菜籽库存（万吨） 18.4 -3.1 -14.42% 全国均价 2829 17 0.62%

油厂开机率（%） 45.27 -4.82 -9.62% 库存（万吨） 3.5 -0.21 -5.66% 库存数（万吨） 400.80 -4.20 -1.04%
豆粕库存（万吨） 32.16 0.59 1.87% 仓单 773 -233 -23.16% 仓单 76463 1185 1.57%

仓单 19448 -626 -3.12% 基差 -34 -55 -39.29% 基差 -75 -36 83.72%
基差 713 -126 9.26% 主力-次主力 293 -22 -6.98% 主力-次主力 -67 0 0.00%

主力-次主力 167 1 0.60%

农副产品

鸡蛋 生猪 套利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主力合约期价 4264 16 0.38% 主力合约期价 13115 305 2.38%
豆粕-菜粕 143 -20.99%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28 0.12 2.95% 基准地价 11550 -350 -2.94%
主销区价格 4.56 0.07 1.48% 全国均价 12500 -2500 -1.60%

豆粕-玉米 1392 2.05%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41 -0.09 -0.78% 屠企开工率（%） 30.78 1.43 4.87%
淘汰鸡（万只） 1425.00 -221.00 -13.43% 自繁自养利润 -547.16 -29.31 5.66%

猪料比 3.51 -3.31% [3.8 6]
基差 13 107 -174.78% 外购仔猪利润 -258.05 -64.55 33.36%

主力-次主力 -547 -52 10.51% 基差 -1565 -655 71.98%
主力-次主力 -3685 935 -20.24%

新闻热点

✦ 阿根廷政府公报:3月19日阿根廷将豆油和豆粕的出口税率提高了2个百分点,至33%,直到今年年底,以打击国内通货膨胀。阿根廷是世界上加工豆油和豆粕的最大出口国。
✦ USDA出口销售数据:截止3月10日当周,美国21/22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125.3万吨(预估90-180万吨,前值220.4万吨);22/23年度大豆净销售47.7万吨(预估50-120万吨,
前值为89.5万吨)

策略

蛋白粕：阿根廷提高油粕关税交割，提振市场，但南美减产基本交易完毕，所以美豆高位震荡为主。国内方面，因4月前买船较少和开机回升缓慢，豆粕库存偏低，基差坚
挺，且现在杂粕价格较高，豆粕性价比犹在，下方支撑稳固。故短期市场变化有限，但国内供需偏紧，且油脂走弱，预计偏强运行为主。
玉米：俄乌冲突并未缓和，全球谷物依旧紧张，支撑玉米价格上行，但是饲料需求疲软和政策性粮源持续投放制约涨幅，且目前盘面升水，建议观望为主。
鸡蛋：新冠疫情影响需求预期，抑制户外消费，消费延续弱势。但是饲料涨价，养殖户观望情绪较重，而且从从上年鸡苗补栏和淘汰量推算，存栏处于缓慢恢复，预计在
4200左右支撑较强，观望为主.
生猪： 多地疫情爆发，本就属于消费淡季，户外消费更受到掣肘。目前生猪现货价较低，虽然养殖户有扛价情绪，但供大于求的基本面短期难以被改变。生猪价格难有起
色，但随着第三次收储到来，猪价下跌空间有限，后期现货价格震荡为主。近月合约不宜追高，盘面仍有升水，警惕下跌风险。远月合约包含消费转好的预期，同样出现
反弹，但盘面价格较为合理，观望为主。

油脂
板块

油脂

豆油 菜油 棕榈油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主力合约期价 10290 60 0.59% 主力合约期价 12672 280 2.26% 主力合约期价 10900 -112 -1.02%
美豆油价格 72.39 -1.43 -1.94% 福建价格 13533 -417 -2.99% 马棕价格 6116 -870 -12.45%

张家港一级价 11320 -180 -1.57% 全国均价 13440 -124 -0.91% 广东24度价 12620 -610 -4.61%
一级豆油均价 11333 -170 -1.48% 库存（万吨） 26.50 1.19 4.70% 全国24度均价 12822 -600 -4.47%

库存数（万吨） 75.92 0.77 1.02% 仓单 32 -373 -33.54% 库存数（万吨） 27.87 -1.07 -3.70%
仓单 10556 0 0.00% 基差 811 -469 -36.64% 进口利润(广东) -573.45 760.84 -57.0%
基差 1030 -240 -9.78% 主力-次主力 430 -45 -9.47% 仓单 1232 -939 -43.25%

主力-次主力 160 -178 -57.22% 压榨利润（福建） -233.75 -143.56 -84.68% 基差 1720 -498 -18.14%
 压榨利润（美豆） 454.90 63.76 16.30% 主力-次主力 912 -496 -9.47%

套利
豆油-棕榈油 菜油-棕榈油 菜油-豆油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610 -41.79% [373 1276] 1772 45.25% [426 3168] 2382 5.03% [-230 2176]

新闻热点

✦ 3月21日，据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SPPOMA）数据显示，3月1-2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增加19.31%，出油率增加0.19%，产量增加20.58%。
✦ 独立检验公司Amspec Agri发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3月1-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744,841吨，较2月1-20日的805,293吨下降7.5%。船运调查机构ITS数据显示，马来
西亚3月1-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755,977吨，较2月1-20日同期出口的825,193吨减少8.4%。
✦ 路透：3月18日，印度尼西亚提高了棕榈油出口税levy，当食用油参考价格达到每吨1500美元时，最高税率设定为每吨375美元，高于之前的175美元。该规定立即生效
。
✦ 印尼政府确认不会削减生物柴油B30掺混率。

策略

油脂： 上周受外盘走弱和疫情影响，油脂承压下挫，棕榈油领跌。外盘方面，印尼政策反复，先是取消国内精用食用油价格的上限，后是宣布取消国内市场义务。虽然之
后印尼政府否认了将下调生柴掺混率和原油收紧，但马棕阶段性数据显示产量环比增加，出口显著收紧，市场预计供应将有所增加，短期驱动有限。另外，美豆近期基本
面变化不大，期价在1650-1700区间震荡。成本端提振作用减弱。国内方面，三大油脂库存依然偏低，基差维持高位，但国内多地疫情再起，引发市场需求担忧。短期利
空因素较多，打压盘面，但近月供需矛盾依旧无解，下方仍有支撑。多空博弈下市场波动加剧，建议观望为主。

其他

其他

白糖 苹果 套利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值 涨跌 环比

主力合约期价 5809 24 0.41% 主力合约期价 9298 240 2.65%
白糖基差 -27 23 -46.00%

主产区价格 5760 -60 -1.04% 山东80#(元/公斤) 6.0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100 -10 -0.16% 陕西冷库库容比(%) 37.97 -3.04 -7.41% 白糖

主力-次主力
-78 -41 110.81%

外盘价格 19.26 0.17 0.89% 山东冷库库容比(%) 39.91 -1.65 -3.97%
进口量 （吨） 410000 0 0.00%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3238 -180 5.89%
累计库存（万吨） 445 122 37.98%
累计产量（万吨） 718 186 34.86% 苹果

主力-次主力
1540 296 23.79%

累计销量（万吨） 273 63 30.06%
仓单 31531 -150 -0.47%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截至3月15日，印度516家糖厂中的81家收榨，产糖2833万吨。同时到目前为止，印度签订出口合同640-650万吨，实际出口470万吨。
✦ 国内方面：截至 2022 年 2 月底，本制糖期全国重点制糖企业（集团）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5735 元/吨（上制糖期同期 5236 元/吨），其中，甘蔗糖累计平均
销售价格 5729 元/吨（上制糖期同期 5269 元/吨），甜菜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 5772 元/吨（上制糖期同期 5125 元/吨）。2月，成品白糖平均销售价格 5679 元/吨，其
中，甘蔗糖平均销售价格5672 元/吨，甜菜糖平均销售价格 5765 元/吨。

策略

白糖：巴西上调燃料价格之后，原油和原糖的相关性逐步增强，原糖跟随原油高位运行为主。国内方面，虽然受疫情影响，需求一般，但是1-2月进口量同比下滑，且进口
利润仍在倒挂，供需缺口仍存，预计白糖或震荡走强，建议在5780附近建立多单，第一目标位5880。
苹果：果农剩余货源质量较差，但是全国疫情形势依然严重，产地管控依然受阻，且需求不佳，在优果率下滑和偏弱需求博弈下，近月合约观望为主。远月合约当前价格
具备一定天气升水预期，需关注新季天气和种植面积情况。

板块周度期价变动情况（%） 板块周度持仓量变动情况（手）

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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