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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生猪09多单止盈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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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3 -16 -0.41% 主力合约期价 3760 -5 -0.17% 主力合约期价 2970 56 63.86%
美豆期价 1681 -8 -0.47% 福建价格 4000 47 1.17% 美玉米期价 785 25 3.26%

张家港价格 4600 -150 -3.16% 全国均价 3908 -44 -1.13% 锦州港价格 2810 0 0.00%
全国均价 4540 -78 -1.69% 菜籽库存（万吨） 16.2 1.8 12.50% 全国均价 2839 -1 -0.02%

油厂开机率（%） 49.10 6.63 15.61% 库存（万吨） 3.2 0.15 4.92% 库存数（万吨） 509.00 -23.40 -4.40%
豆粕库存（万吨） 30.72 -1.91 -5.85% 仓单 0 0 #DIV/0! 仓单 52688 10347 24.44%

仓单 6749 0 0.00% 基差 240 -26 -9.12% 基差 -160 -35 33.65%
基差 677 -134 -16.52% 主力-次主力 831 -36 -4.15% 主力-次主力 95 18 23.38%

主力-次主力 -120 -19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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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5 -85 -1.75% 主力合约期价 12660 135 1.08%
豆粕-菜粕 163 20.74%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67 -0.01 -0.14% 基准地价 12550 350 2.87%
主销区价格 4.91 0.15 3.08% 全国均价 12200 -1000 2.46%

豆粕-玉米 953 -0.31%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58 0.05 0.43% 屠企开工率（%） 31.57 0.77 2.50%
淘汰鸡（万只） 1342.00 21.00 1.59% 自繁自养利润 -531.70 -20.13 3.93%

猪料比 3.65 -0.27% [3.8 6]
基差 -103 78 -43.32% 外购仔猪利润 -314.03 -31.45 11.13%

主力-次主力 416 -5 -1.19% 基差 -110 215 -66.15%
主力-次主力 -3980 710 -15.14%

新闻热点

✦ 国家统计局：一季度末，生猪存栏42253万头，同比增长1.6%；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4185万头。
✦ NOPA:3月大豆压榨量为1.81759亿蒲式,去年同期为1.77984亿蒲,上月数据为1.65057亿蒲式,低于市场预期的1.81991亿蒲;
✦ USDA出口销售报告:截止4月7日当周,美国21/22年度大豆出口销售净增 54.89万吨(预估30-100万吨),环比下滑31%,较前四周均值下滑41%,22/23年度大豆出口销售净增
45.8万吨(市场预估净增10-50万吨);

策略

蛋白粕：原油和美盘农产品走高提振 ，美豆震荡上行，但是随着国内大豆供应增加 ，油厂开机回升，上周压榨量141.25万吨，环比增19.07万吨，豆粕库存有望增加。同
时进口大豆拍卖持续，市场积极性较差，上周成交不足20%。故成本支撑难敌国内供需改善和油强粕弱压制 ，豆粕震荡偏弱运行为主 ，基差继续走弱。
玉米：因国际谷物价格持续高位 ，加上国内陈化稻谷停止拍卖和深加工有建库需求 ，玉米价格走高。但下游需求依然较为疲软 ，且东北物流逐渐恢复 ，上涨压力较大，预
计玉米高位震荡运行为主 。
鸡蛋：当前产区市场流通不畅 ，主销区集中备货，短期利好蛋价。4月存栏稍有缓解，但仍处于底部，蛋价支撑较强。当前养殖户利润恢复，9月存栏仍有上行预期 ，谨慎
看多。盘面09合约若有回调至4700以下可布局多单。
生猪：一季度末,生猪存栏42253万头,同比增长1.6%;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4185万头。 广东调运限制和二次育肥热情高涨下 ，现货价格上行。09盘面对于去产能预期较为
乐观，短期做多情绪高涨 ，但需求短期偏弱，09情绪占主导，多单止盈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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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2 460 4.39% 主力合约期价 13393 864 6.90% 主力合约期价 11238 936 9.09%
美豆油价格 76.93 1.80 2.40% 福建价格 13380 295 2.25% 马棕价格 6820 139 2.08%

张家港一级价 11420 360 3.25% 全国均价 14039 840 6.36% 广东24度价 13490 970 7.75%
一级豆油均价 11388 343 3.11% 库存（万吨） 23.18 -0.33 -1.40% 全国24度均价 13633 845 6.61%

库存数（万吨） 78.19 1.54 2.10% 仓单 32 0 0.00% 库存数（万吨） 29.95 0.65 2.22%
仓单 800 800 #DIV/0! 基差 107 -274 -71.92% 进口利润(广东) 284.64 176.81 164.0%
基差 478 -100 -17.30% 主力-次主力 -202 10 -4.72% 仓单 2035 535 35.67%

主力-次主力 -108 8 -8.47% 压榨利润（福建） -536.46 165.41 -25.71% 基差 2252 34 1.53%
 压榨利润（美豆） 237.03 103.87 78.00% 主力-次主力 -1422 -110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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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320.90% [373 1276] 2155 -4.98% [426 3168] 2451 14.85% [-230 2176]

新闻热点

✦ ITS:马来西亚4月1-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472181吨,较3月同期出口的585277吨减少19.32%。Amspec Agri发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4月1-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436,548吨，较3月1-15日的567,637吨增减少23.1%。
✦ 印度溶剂萃取商协会(SEA)表示,印度2022年3月植物油进口量为110万吨,2月为102万吨,去年同期为98万吨,同比增加12.24%。其中,棕榈油进口量为539793吨,高于2月
的454794吨;豆油进口量为299421吨,低于2月的376594吨;葵花籽油进口量为 212484吨,高于2月的152220吨。预计4月葵花籽油进口量将降至 80000吨,因4月没有从乌克
兰进口葵花籽油。
✦ 海关总署：中国3月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为 30.7万吨，较前月减少58.5%。1-3月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为 104.7万吨，较2021年同期进口量为281.6万吨锐减62.8%。

策略

油脂：俄乌局势紧张引发植物油供应担忧 ，且印度开斋月备货需求 ，外盘继续走高，加上国内库存维持低位 ，05期现回归逻辑，油脂延续涨势，棕榈油领涨油脂，豆油因
进口大豆拍卖表现较弱 。但是马棕产量情况好于预期 ，且4月前15日出口转弱，外盘有上涨压力，加上疫情扰动下需求担忧仍在和国内进口大豆拍卖持续 ，三季度供需有
望恢复，单边多单顺势操作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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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5 48 0.80% 主力合约期价 8800 -315 -3.46%
白糖基差 -155 -28 22.05%

主产区价格 5910 20 0.34% 山东80#(元/公斤) 7.0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260 0 0.00% 陕西冷库库容比(%) 30.63 -3.21 -9.49% 白糖

主力-次主力
43 -41 -48.81%

外盘价格 20.08 0.20 1.01% 山东冷库库容比(%) 29.41 -3.36 -10.25%
进口量 （吨） 410000 0 0.00%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1808 307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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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236 13.52%

累计销量（万吨） 273 63 30.06%
仓单 46933 8770 22.98%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截止4月7日泰国累计压榨甘蔗 9149万吨，较上个榨季增加37%，累计产糖1006万吨，较上个榨季总量增加 32%。
✦ 国内方面：截至3月末，全国累计产糖889(单位：万吨，以下同），同比减124；累计销糖371，同比减47；累计销糖率41.7%，同比加快0.4个百分点。当月产糖171，
同比增27，当月销糖98，同比增18。重点企业（集团）成品白糖销售价格（单位：元/吨，以下同），当月5704，比上月上涨25；累计平均5729，同比上涨489。

策略

白糖：受疫情影响，下游成交一般，且季节性供给压力仍存 ，白糖冲高受阻，但原油价格维持高位，加上国内榨季生产逐渐收尾 ，糖厂降价抛售意愿不高 ，下方支撑较
强，短期建议暂以观望为主
苹果：当前天气波动缓和 ，市场炒作情绪降温，苹果回调整理。不过随着产区交易持续进行 ，果农货余货不足，且受疫情影响，市民囤积苹果需求较大 ，果农惜售情绪较
高，且预计苹果期价易涨难跌 ，维持偏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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