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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白糖前期多单继续持有，第一目标位上移至5930。（★★★☆☆）
                      4100附近做多豆粕05合约（★★☆☆☆）
                      16000附近做多生猪09合约（★★☆☆☆）
                      逢低做多苹果05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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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7 70 1.64% 主力合约期价 4210 76 2.63% 主力合约期价 2887 2 51.27%
美豆期价 1710 44 2.61% 福建价格 4250 226 5.35% 美玉米期价 748 7 0.88%

张家港价格 5150 0 0.00% 全国均价 4102 77 1.96% 锦州港价格 2810 0 0.00%
全国均价 5155 65 1.28% 菜籽库存（万吨） 17.8 -0.6 -3.26% 全国均价 2833 2 0.06%

油厂开机率（%） 41.25 -4.02 -8.88% 库存（万吨） 3.25 -0.25 -7.14% 库存数（万吨） 540.40 139.60 34.83%
豆粕库存（万吨） 29.47 -2.69 -8.36% 仓单 0 -773 -100.00% 仓单 74773 -1690 -2.21%

仓单 19169 -279 -1.43% 基差 40 60 69.77% 基差 -77 -17 22.67%
基差 803 -70 -8.02% 主力-次主力 270 -23 -7.85% 主力-次主力 -80 -13 19.40%

主力-次主力 149 -18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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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4 100 2.35% 主力合约期价 12705 -410 -3.13%
豆粕-菜粕 116 -18.88%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33 0.00 -0.10% 基准地价 12200 400 3.39%
主销区价格 4.58 0.00 0.00% 全国均价 12300 -1700 -3.25%

豆粕-玉米 1397 0.36%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53 0.12 1.05% 屠企开工率（%） 31.32 0.54 1.75%
淘汰鸡（万只） 1334.00 -91.00 -6.39% 自繁自养利润 -549.21 -2.05 0.37%

猪料比 3.44 -1.99% [3.8 6]
基差 -34 -104 -148.46% 外购仔猪利润 -287.03 -28.98 11.23%

主力-次主力 -540 7 -1.28% 基差 -505 810 -61.60%
主力-次主力 -4175 -435 11.63%

新闻热点

✦ HS MARKIT:预计美国2022年大豆种植面积为8858万英亩,高于此前预测的8780.5万英亩,USDA预计2021年为8719.5万英亩。玉米播种面积为9141.9万英亩,低于此前
预测的9148.9万英亩,USDA预计2021年为9335.7万英亩。小麦种植面积为4746.7万英亩,USDA预计2021年为4670.3万英亩.
✦ USDA出口销售报告：截至3月17日当周，美国2021/2022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41.2万吨，低于预期，前一周为125.3万吨；2022/2023年度大豆净销售-1.3万吨，前
一周为47.7万吨。美国2021/2022年度对中国大豆累计销售2771.9万吨。
✦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周三将2021/22年度玉米产量预估下调至4900万吨，低于此前的5100万吨。大豆预估维持4200万吨不变。

策略

蛋白粕：虽然全球大豆供需偏紧，但美豆出口数据不及预期，加上市场预计新季面积和季度库存微增，上行动能有限，预计美豆高位震荡为主，关注报告情况。国内方
面，上周油厂压榨量依然偏低，豆粕库存降至30万吨以下，基差坚挺。豆粕偏强格局仍在，但报告临近，加上大豆抛储，高位风险加大，建议暂以观望为主，等待低多机
会。
玉米：俄乌局势反复，推升国际谷物成本，同时国内疫情疫情再起，部分地区运输受阻，下游企业补库意愿较强，但玉米现货偏弱，期货贴水，且政策性粮持续投放，预
计短期价格高位运行为主。中长期来看，国内产需缺口仍存，且俄乌冲突影响乌克兰春播，国际谷物供需偏紧，预计玉米易涨难跌，关注低吸机会。
鸡蛋：饲料高企下，存栏目前保持低位，供应压力不大，3-5月较多新开产蛋鸡，存栏缓慢恢复中。但疫情爆发下，需求偏弱，不过当前蛋价仍处于往年同期高位。08合
约包含消费旺季预期，上周创新高，不宜继续追高，观望为主。
生猪：疫情管控对生猪运输稍有影响，但集团场出栏恢复，生猪供应偏多格局仍持续。近月合约预计震荡为主，远月价格目前价格较高，因为包含消费恢复预期，若09合
约回跌至16000左右逢低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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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 -188 -1.83% 主力合约期价 12890 218 0.43% 主力合约期价 11578 678 6.22%
美豆油价格 74.35 1.96 2.71% 福建价格 13500 -17 -0.13% 马棕价格 6514 398 6.51%

张家港一级价 10990 -130 -1.17% 全国均价 13630 190 1.41% 广东24度价 12740 450 3.66%
一级豆油均价 10994 -139 -1.25% 库存（万吨） 22.61 -0.40 -1.74% 全国24度均价 13029 538 4.30%

库存数（万吨） 75.31 -0.61 -0.80% 仓单 32 -100 -13.53% 库存数（万吨） 25.78 -2.09 -7.50%
仓单 10152 -404 -3.83% 基差 678 -133 -16.40% 进口利润(广东) -617.97 322.54 -34.3%
基差 888 58 6.99% 主力-次主力 369 -61 -14.19% 仓单 1500 268 21.75%

主力-次主力 -200 -360 -179.37% 压榨利润（福建） -363.87 -195.80 116.50% 基差 1162 -228 -16.40%
 压榨利润（美豆） 439.05 -89.92 -17.00% 主力-次主力 1370 458 -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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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 137.70% [373 1276] 1146 -35.33% [426 3168] 2596 8.98% [-230 2176]

新闻热点

✦ SGS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3月1-25日棕榈油产品出口量为1,030,943吨，环比下降5%；Amspec Agri发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3月1-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1,008,706吨，环比下降4.87%；ITS数据显示，马来西亚3月1-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042,672吨，环比降4.84%。
✦ SPPOMA数据显示，3月1-2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增加13.8%，出油率增加0.29%，产量增加15.33%。
✦ 印尼首席经济部长表示,印尼不会止步于30%的生物柴油强制掺混项目,并将继续从棕榈油中生产其他绿色燃料。同时他还表示,目前印尼正在对完全由棕榈油制成的柴油
以及用棕榈油混合制成的航空燃料进行测试。

策略

油脂： 短期油脂在强现实和弱预期间反复切换。全球油脂供应依然偏紧，且国内低库存和高基差状态持续，尤其是棕榈油，下方支撑稳固。但马棕阶段性产量和出口数据
偏空，加上国内多地疫情再起，需求担忧仍在，且大豆有抛储预期，压力同样较大。多空博弈下市场波动加剧，建议区间滚动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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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 1 0.02% 主力合约期价 9996 698 7.51%
白糖基差 -30 19 -38.78%

主产区价格 5810 50 0.87% 山东80#(元/公斤) 7.0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170 70 1.15% 陕西冷库库容比(%) 38.85 -1.12 -2.80% 白糖

主力-次主力
-84 -6 7.69%

外盘价格 19.65 0.71 3.75% 山东冷库库容比(%) 38.18 -1.73 -4.33%
进口量 （吨） 410000 0 0.00%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2830 -532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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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 311 20.19%

累计销量（万吨） 273 63 30.06%
仓单 33364 1833 5.81%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印度计划六年来首次限制食糖出口，以避免国内价格上涨。政府和行业消息人士表示，该国可能将本榨季的出口量限制在800万吨，公告可能会在下个月初
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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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处于榨季当中，近期工业库存增加，加上疫情影响需求不佳。但印度限制食糖出口推升原糖，内外价差大幅倒挂，进口增量有限，预计国内库存消化后，
供需格局逐渐转紧。建议前期多单续持，第一目标位上移至5930.
苹果：清明备货开始，产地订货增多，且目前库存压力不大和优果率较低，预计苹果偏强运行为主，建议逢低做多05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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