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农产品周报（01.03-01.09）                    2022年  第2周  

 
本周推荐策略 ：生猪03合约空单继续持有（★★★☆☆）
                       逢低入多棕榈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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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5 36 1.32% 主力合约期价 2938 26 0.97% 主力合约期价 2682 10 54.49%
美豆期价 1388 48 3.56% 福建价格 2950 11 0.36% 美玉米期价 605 12 2.03%

张家港价格 3580 60 1.70% 全国均价 2899 11 0.37% 锦州港价格 2660 30 1.14%
全国均价 3618 49 1.36% 菜籽库存（万吨） 26.8 1.7 6.77% 全国均价 2734 -1 -0.04%

油厂开机率（%） 50.82 -4.18 -7.60% 库存（万吨） 6.63 1.33 25.09% 库存数（万吨） 349.50 30.60 9.60%
豆粕库存（万吨） 49.36 -11.24 -18.55% 仓单 980 180 22.50% 仓单 52783 8276 18.59%

仓单 19988 204 1.03% 基差 12 4 -33.33% 基差 -22 20 -47.62%
基差 355 24 -4.83% 主力-次主力 15 35 -175.00% 主力-次主力 36 1 2.86%

主力-次主力 -155 -13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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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8 -10 -0.24% 主力合约期价 13915 -535 -3.70%
豆粕-菜粕 290 4.69%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52 0.22 5.13% 基准地价 15050 -1200 -7.38%
主销区价格 4.64 0.07 1.53% 全国均价 16000 1800 -1.84%

豆粕-玉米 544 5.22%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50 -0.22 -1.88% 屠企开工率 34.74% 1.13% 3.36%
淘汰鸡（万只） 2180.00 -109.00 -4.76% 自繁自养利润 -115.46 -75.69 190.32%

猪料比 5.09 -1.93% [3.8 6]
基差 394 231 133.40% 外购仔猪利润 103.06 -64.74 -38.58%

主力-次主力 300 -13 -4.15% 基差 1135 -665 -36.94%
主力-次主力 -1415 -465 48.95%

新闻热点

✦ USDA月度供需报告前瞻：分析机构平均预估，报告料显示美国2021/22年度大豆年末库存为3.48亿蒲式耳，高于USDA12月预估的3.40亿蒲式耳；巴西大豆产量料
1.4162亿吨，低于USDA12月预估的1.44亿吨，预估区间介于1.40-1.44亿吨。阿根廷大豆产量为4811万吨，低于USDA12月预估的4950万吨，区间介于4500万-4950万
吨。
✦ PAN：截至1月7日，巴西2021/22年度大豆的收获进度为0.2%，低于历史平均进度0.37%，不过要高于去年同期的0%。
✦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截至1月6日，阿根廷大豆作物状况评级较差为13%（上周为8%，去年20%）；一般为39%（上周36%，去年58%）；优良为48%（上周
56%，去年23%）。大豆种植率为86.8%，去年同期93.5%，五年平均94.7%。

策略

蛋白粕：南美天气炒作下，美豆一度突破1400关卡。虽然近日预报显示南美下周将迎降雨，加上USDA报告临近，美豆出现回调。但天气炒作还未结束，且上周受节日影
响，油厂开机下滑，豆粕库存下降，短期市场压力不大，预计05合约在3200-3300区间震荡运行。
玉米：受春节备货提振，市场走货积极，但农民售粮意愿提升，加上南方替代品充足，深加工玉米库存增加，下游需求持续性不足。预计震荡运行为主。
鸡蛋：鸡蛋价格维稳为主，12月蛋鸡存栏低位，淘鸡数量增加，但消费目前受疫情掣肘严重。短期来看，高成本、低存栏下鸡蛋价格跌幅有限，但消费偏弱，上行动力不
足。05合约暂时观望。。
生猪：  生猪价格全面下跌，跌幅走阔。养户挺价情绪崩塌，加上疫情影响消费，生猪出栏较多，供大于求矛盾明显。03空单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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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6 166 1.87% 主力合约期价 11930 -368 -2.68% 主力合约期价 8858 308 3.60%
美豆油价格 58.89 2.32 4.10% 福建价格 12451 -223 -1.76% 马棕价格 5387 228 4.42%

张家港一级价 9830 70 0.72% 全国均价 12394 -550 -4.25% 广东24度价 9770 60 0.62%
一级豆油均价 9803 7 0.07% 库存（万吨） 24.29 -1.09 -4.29% 全国24度均价 9890 90 0.92%

库存数（万吨） 79.22 -2.72 -3.32% 仓单 32 802 59.19% 库存数（万吨） 50.16 4.16 9.04%
仓单 10554 400 3.94% 基差 439 63 16.76% 进口利润(广东) -671.67 -280.50 71.7%
基差 784 -96 -4.09% 主力-次主力 -210 149 -41.50% 仓单 800 -270 -25.23%

主力-次主力 -248 10 0.00% 压榨利润（福建） -584.36 51.85 -8.39% 基差 912 -248 -12.76%
 压榨利润（美豆） 131.25 -143.07 -52.15% 主力-次主力 -678 202 -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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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44.24% [373 1276] 2990 -20.22% [426 3168] 2806 -17.91% [-230 2176]

新闻热点

✦  MPOB：马来西亚12月棕榈油产量为1450905吨，环比减少11.26%。12月棕榈油出口为1414566吨，环比减少3.48%。马来西亚12月棕榈油进口为102768吨，环比
增长4.98%。12月棕榈油库存量为1583040吨，环比减少12.88%。
✦   ITS：马来西亚1月1-1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334750吨，较去年12月同期出口572689吨减少41.55%。AmSpec：马来西亚1月1-1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318928吨，较去
年12月1-10日出口的544059吨减少41.4%。
✦  SPPOMA数据显示，1月1-5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40.6%，出油率减少0.98%，产量减少45.75%。

策略 油脂： 虽然消费疲软和美豆回调将拖累油脂，但MPOB报告中马棕12月库存环比降12.88%至158万吨，奠定产地中期偏紧格局，且天气炒作还未结束，外盘易涨难跌。
同时国内利润倒挂影响补库，菜油抛储亦难弥补缺口，下方支撑较强。建议关注逢低入多p05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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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3 -54 -0.93% 主力合约期价 8634 240 2.86%
白糖基差 -95 -7 5.04%

主产区价格 5650 -10 -0.18% 山东80#(元/公斤) 5.6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050 -20 -0.33% 陕西冷库库容比(%) 56.66 -2.46 -4.16% 白糖

主力-次主力
20 -8 -28.57%

外盘价格 18.08 -0.73 -3.88% 山东冷库库容比(%) 54.87 -0.91 -1.63%
进口量 （吨） 630000 -180000 -22.22%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3034 -240 8.59%
累计库存（万吨） 150 91 153.70%
累计产量（万吨） 279 203 266.95% 苹果

主力-次主力
934 1138 -557.84%

累计销量（万吨） 129 112 664.19%
仓单 25562 3512 15.93%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21/22榨季截止12月31日印度全国492家糖厂开榨，同比增加11家；累计产糖1155.5万吨，同比增加48.1万吨。按照惯例，印度糖协将在1月底前公布其对
21/22年度糖产量的第二次预估
✦ 国内方面：2021年1-11月，全国累计进口食糖527万吨，同比增长20.87%。其中，一般贸易274.7万吨，进料加工贸易21万吨，来料加工贸易0.7万吨，保税监管场所
进出境货物221.4万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9.2万吨。

策略
白糖：虽然中期产需缺口仍存，但因近期巴西中南部的降雨和印度泰国的增产，原糖持续回弱，加上国内供需偏宽松，白糖震荡走低。建议观望为主。
苹果：受春节备货提振，苹果产区提货速度加快，库存逐步去化，但是受砂糖橘上市和疫情影响，价格上涨力度较差，预计震荡运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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