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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玉米09合约空单继续持有，未入场者逢高沽空（★★★☆☆）
                       上周白糖多单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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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 119 3.31% 主力合约期价 3086 85 -1.10% 主力合约期价 2528 -28 80.13%
美豆期价 1375 24 1.78% 福建价格 2960 0 0.00% 美玉米期价 552 21 3.90%

张家港价格 3700 120 3.35% 全国均价 2977 77 2.64% 锦州港价格 2660 -30 -1.12%
全国均价 3712 95 2.63% 仓单 34869 6034 20.93% 全国均价 2829 -3 -0.10%

豆粕库存（万吨） 116.82 -3.24 -2.70% 基差 -126 -85 207.32% 库存数（万吨） 315.40 4.90 1.58%
仓单 1289 -485 -27.34% 主力-次主力 150 -16 -9.64% 仓单 0 -35 #DIV/0!
基差 -9 1 -70.00% 基差 132 -2 -1.49%

主力-次主力 32 0 0.00% 主力-次主力 2 -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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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 -9 -0.20% 主力合约期价 18785 25 0.13%
豆粕-菜粕 623 5.77%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27 0.11 2.62% 基准地价 16100 -100 -0.62%
主销区价格 4.43 0.15 3.50% 全国均价 16000 -6200 15.11%

豆粕-玉米 1181 14.22%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84 -0.05 -0.42% 生猪存栏（万头） 43911 - -
淘汰鸡（亿只） - - - 能繁母猪存栏 4564 - -

猪料比 5.03 0.40% [3.8 6]
基差 -336 118 -26.04% 屠宰量（头） 702699 -34978 -4.74%

主力-次主力 -49 71 -59.17% 基差 -2685 -125 30.34%
主力-次主力 -315 -50 18.87%

新闻热点

✦ USDA种植情况报告：1.USDA:截止7月18日当周,美国大豆优良率60%,符合市场预估,之前一周为59%,去年同期69%,当周美国开花率63%,之前一周46%,去年同
期62%,五年均值57%,结荚率23%,前值10%,去同23%,五年均值21%;玉米优良率维持65%,市场预估为66%,之前一周为65%,去年同期为69%。当周,玉米作物吐丝率
为56%,之前一周为26%,去年同期为55%,五年均值为52%。当周,玉米作物蜡熟率为8%,之前一周为3%,去年同期为8%,五年均值为7%。
✦ 海关数据显示：1-6月我国粮食进口量8436.3万吨，去年同期进口5893.8万吨，同比增长43.1%。其中进口大豆4895.5万吨，去年同期进口4504.2万吨，同比
增加8.7%；玉米进口量为1530万吨，同比提高318.5%;已经超出2020年全年进口总量400万吨。
✦ 2021年二季度末，国内生猪存栏43911万头，同比增加9915万头，增长29.2%，比一季度末增长5.6%；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4564万头，同比增加934万头，增
长25.7%，比一季度末增长5.7%。上半年，生猪出栏33742万头，比上年同期增加8639万头，增长34.4%；猪肉产量2715万吨，增加717万吨，增长35.9%。

策略

蛋白粕：美豆盘面继续受天气市影响，因未来一周产地天气状况不佳，美豆易涨难跌。但由于供强需弱，豆粕库存问题难解，且期价已涨至阶段性高位，上方压力
较大。菜粕受豆粕拖累，同样有限。建议前期多单暂且离场，等待回调后入场机会。
玉米：深加工企业停机限产，进口玉米第六拍效果不佳和小麦价格走低，玉米下方空间打开，市场偏空情绪浓厚，前期空单建议续持。不过第三方资金延期确认和
基差维持高位，短线或有反弹，未入场者关注逢高做空机会。
鸡蛋：6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11.840亿只，环比跌幅0.40%，同比跌幅10.04%。7月中上旬需求放量不足情况下，鸡蛋难有上涨动力，但中下旬鸡蛋或随着中
秋备货，价格上行。09合约前期低位多单可继续持有。
生猪：继2次共收储3.3万吨后，确认继续收储2万吨冻猪肉，短期生猪价格维稳。目前生猪需求较往年仍较弱，但下半年需求有提升趋势。短期生猪价格可能呈现
阶段性反弹，09合约低位多单可继续持有。但中长期看生猪仍处于产能恢复阶段，可逢高沽空2203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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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0 306 3.54% 主力合约期价 10622 480 4.73% 主力合约期价 8118 316 4.48%
美豆油价格 63.06 0.68 1.09% 福建价格 10060 0 0.00% 马棕价格 4300 311 7.80%

张家港一级价 9510 260 2.81% 全国均价 11044 400 3.76% 广东24度价 8950 120 1.36%
一级豆油均价 9517 258 2.79% 仓单 34408 -348 -1.00% 全国24度均价 8973 100 1.13%

库存数（万吨） 95.26 2.04 2.19% 基差 -562 -480 585.37% 库存数（万吨） 37.21 -2.96 -7.37%
仓单 906 6 0.67% 主力-次主力 49 -96 -66.21% 仓单 764 -50 0.64%
基差 560 -46 10.67%

 
基差 832 -196 -22.96%

主力-次主力 222 -10 -4.31% 主力-次主力 456 14 -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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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4.81% [373 1276] 2504 5.56% [426 3168] 1672 11.62% [-230 2176]

新闻热点

✦ 船运机构数据显示，马棕7月前15日出口环比增加4.9%-5.5%。
✦ 马来西亚SPPOMA产量数据2021年7月1-15日:产量:-3.5%;单产:-0.81%;出油率:-0.57%。
✦ 5月GAPKI数据:5月印尼棕榈油产量435万吨,环比增长6%;5月棕榈油及相关产品出口量295万吨,环比增长12%;5月国内消费166万吨,同比增长17%;5月期末库存
继续下降至288万吨,为2019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

策略

油脂：加菜籽主产区持续干热，市场将新季产量调低至1600万吨附近；美国干旱炎热天气掩盖出口和压榨需求转弱影响；因出口好转和劳工短缺阻碍产量恢复，
棕榈油产地库存重建困难。新季油籽产量不及预期，全球油脂供需偏紧格局难改，油脂下方支撑夯实。但需求淡季下，市场对于高价油脂并不认可，基差明显走
弱，且短期价格涨幅过高和政策调控再起，不宜盲目追高，离场多单可待低点出现后择机入多，建议维持宽幅震荡思路。

软商
品

软商品

白糖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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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9 55 0.99% 主力合约期价 16705 295 1.80%
白糖基差 34 -14 -29.17%

主产区价格 5560 -10 0.54% 主产区价格 17080 380 2.28%
主销区价格 5870 20 0.34% 主销区价格 17330 540 3.22% 白糖

主力-次主力
-186 8 -4.12%

外盘价格 17.18 0.11 0.64% 外盘价格 86.83 -1.35 -1.53%
进口量 （吨） 420000 240000 133.33% 商业库存（万吨） 302 -56 -

棉花基差 375 220 29.31%
累计库存（万吨） 383 -93 -19.58% 工业库存（万吨） 84 -2 -2.06%
累计产量（万吨） 1067 1 0.06% 仓单 15880 -427 -2.62% 棉花

主力-次主力
-290 0 0.00%

累计销量（万吨） 683 94 15.94%
仓单 15055 -825 -5.20%

新闻热点
✦ 截至7月19日，广西南华平果糖厂银盛牌、祈城糖厂甜源牌、南圩糖厂嘉墟牌、龙二糖厂龙二牌、那桐糖厂蝶花牌等五个品牌陆续清库，这几个品牌产量合计估
计超过18万吨。

策略 白糖：巴西天气因素，叠加原油基本面，外盘重回上涨通道，内盘跟随上涨。近期国内现货清库速度加快，随着八月份中秋备货旺季到来，盘面较为乐观。上周推
荐布局多单，若已入场者可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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