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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生猪03合约空单逢低离场（★★★☆☆）
                       棕榈油05多单续持，关注9200上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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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 -45 -1.39% 主力合约期价 2890 -51 -1.90% 主力合约期价 2735 48 51.51%
美豆期价 1377 -31 -2.17% 福建价格 2900 6 0.21% 美玉米期价 587 -20 -3.26%

张家港价格 3650 0 0.00% 全国均价 2885 -9 -0.31% 锦州港价格 2660 0 0.00%
全国均价 3679 25 0.70% 菜籽库存（万吨） 24.6 -1.3 -5.02% 全国均价 2731 -4 -0.13%

油厂开机率（%） 65.66 14.84 29.20% 库存（万吨） 6.33 -0.3 -4.52% 库存数（万吨） 370.50 10.80 3.00%
豆粕库存（万吨） 37.63 -11.73 -23.76% 仓单 2495 1515 154.59% 仓单 51083 -1700 -3.22%

仓单 18671 -1317 -6.59% 基差 10 21 -190.91% 基差 -75 -48 177.78%
基差 464 45 10.74% 主力-次主力 -5 -17 -141.67% 主力-次主力 41 -2 -4.65%

主力-次主力 -171 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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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1 -57 -1.38% 主力合约期价 13760 250 1.85%
豆粕-菜粕 296 3.14%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50 0.00 0.04% 基准地价 14450 100 0.70%
主销区价格 4.62 -0.02 -0.36% 全国均价 15000 -500 -6.25%

豆粕-玉米 451 -16.94%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50 -0.22 -1.88% 屠企开工率（%） 35.35 0.61 1.76%
淘汰鸡（万只） 2234.00 54.00 2.48% 自繁自养利润 -269.75 -154.29 133.63%

猪料比 4.75 -6.68% [3.8 6]
基差 433 59 15.67% 外购仔猪利润 -38.76 -141.82 -137.61%

主力-次主力 279 -38 -11.99% 基差 690 -150 -17.86%
主力-次主力 -1185 230 -16.25%

新闻热点

✦ USDA月度供需报告:1月美国21/22年度大豆种植面积8720万英亩,环比持平;收获面积下调至8630万英亩(前值8640万英亩),环比减少10万英亩;单产预期51.4蒲式耳/英
亩(12月预期为51.2蒲式耳/英亩),环比增加0.2蒲;产量预期44.35亿蒲(12月预期为44.25亿蒲),环比增加0.10亿蒲式耳;大豆压榨量预期21.9亿蒲,出口量20.5亿蒲,维持不
变;21/22年度大豆期末库存3.5亿蒲(预期3.48亿,区间3.05-4.11,前值3.4亿),阿根廷4650万(下调300),巴西1.39亿(下调500),巴拉圭850万(下调150);
✦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2月进口大豆约886.6万吨,环比11月的857万吨增加29.6万吨,增幅3.45%;同比增加134万吨,增幅17.84%。2021年1-12月累计进口大豆约9652万吨,
同比减少约381万吨,减幅约3.79%;
✦ 阿根廷农业部:截至1月13日,阿根廷大豆种植率为92.5%,去同97.5%,五年平均98.4%,作物状况评级较差为29%(上周为13%,去年23%);一般为40%(上周39%,去年63%);优
良为31%(上周48%,去年14%)。

策略

蛋白粕：尽管USDA报告利多，巴西收获进度不及预期，且国内库存下降，基差坚挺，但因气象预报显示后续降雨出现好转，天气炒作降温，美豆支撑力度减弱，豆粕承
压下行，短线关注3130支撑情况。
玉米：近期因小麦拍卖价格走强，加上地方储备库存积极性尚可，玉米震荡上行。但今年售粮进度同比偏慢，农户售粮意向后期将有提升，加上玉米深加工库存累积和饲
用需求疲软，预计上方空间不大，震荡运行为主。
鸡蛋：短期来看，高成本、低存栏下鸡蛋价格跌幅有限，但消费偏弱，且05合约对应明年存栏恢复的蛋价上行动力不足，建议暂时观望。
生猪：全国猪价企稳，局部涨跌调整。因春节前养殖户有扛价情绪，且下周需求有提振预期，预计价格或有小幅反弹，建议03部分空单可逢低离场。由于市场对年后价格
看法仍然偏空，可关注之后逢高沽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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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4 2 0.02% 主力合约期价 11802 -166 -2.01% 主力合约期价 9062 84 0.94%
美豆油价格 58.41 -0.40 -0.68% 福建价格 12248 -4 -0.03% 马棕价格 5330 0 0.00%

张家港一级价 9860 -60 -0.60% 全国均价 12451 -223 -1.76% 广东24度价 10070 180 1.82%
一级豆油均价 9832 -60 -0.61% 库存（万吨） 25.29 1.00 4.12% 全国24度均价 10073 63 0.63%

库存数（万吨） 78.69 -0.53 -0.67% 仓单 32 0 0.00% 库存数（万吨） 45.27 -4.89 -9.75%
仓单 11469 915 8.67% 基差 446 162 57.04% 进口利润(广东) -209.03 215.28 -50.7%
基差 696 -62 -8.18% 主力-次主力 -278 -52 23.01% 仓单 2800 2000 250.00%

主力-次主力 -292 -30 17.74% 压榨利润（福建） -737.01 -60.89 9.12% 基差 1008 96 10.53%
 压榨利润（美豆） 228.76 135.14 144.35% 主力-次主力 -730 -34 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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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45.74% [373 1276] 2740 -10.81% [426 3168] 2638 -8.53% [-230 2176]

新闻热点

✦ 2021年12月MPOB报告:期初库存182万吨;产量145万吨,环比下降11.26%;进口10万吨,环比增长4.98%;出口:141万吨,环比下降3.48%;国内消费37万吨,环比增幅
31.01%;库存158万吨,环比下降23万吨。
✦ ITS预估1月1-15日马棕出口442111吨,较上月772137吨减少330026吨,降幅42.74%。Amspec Agri发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月1-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492,883吨，
较12月1-15日725,600吨下滑32.07%
✦ SPPOMA数据显示，1月1-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16.60%，出油率减少0.81%，产量减少20.86%。
✦ 马来西亚将2022年1月份毛棕榈油的出口税维持在8%。但将2022年2月份的参考价从1月份的5302.01林吉特/吨下调至4907.14林吉特/吨。

策略

油脂： 虽然南美后续天气将出现好转，但棕榈油成本端价格易涨难跌，一方面马来大幅下调2月出口参考价，预计后期出口有望好转，且劳工引进效果显现还需等到2季
度，马棕偏紧格局中期难改，另一方面印尼计划下月启动B40混合生物柴油道路测试，生柴需求炒作再起。国内方面，因节前备货需求尚可，加上利润倒挂影响补库，油
脂库存维持低位，基差坚挺。 供需好转前油脂偏强格局难改，棕榈油预计表现最佳，关注9200上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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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 78 1.36% 主力合约期价 8553 -77 -0.89%
白糖基差 -143 -48 50.53%

主产区价格 5680 30 0.53% 山东80#(元/公斤) 5.6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070 20 0.33% 陕西冷库库容比(%) 55.33 -1.33 -2.35% 白糖

主力-次主力
28 2 7.69%

外盘价格 18.33 0.25 1.38% 山东冷库库容比(%) 54.04 -0.83 -1.51%
进口量 （吨） 630000 -180000 -22.22%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2953 77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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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 -31 -3.48%

累计销量（万吨） 129 112 664.19%
仓单 26405 843 3.30%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泰国21/22榨季截至1月10日累计压榨甘蔗2523.2万吨，同比增加46.81万吨，累计产糖240.53万吨。
✦ 国内方面：截至1月17日，云南累计有35家糖厂开榨，同比增加1家。

策略
白糖：因国际需求回升和原油走高，原糖反弹带动白糖上行，但是目前国内供应仍然充裕，且年关将至，资金回笼预期强，建议观望为主。
苹果：虽然库存加速去化，为期价带来支撑，但是由于春节备货接近尾声，市场对于后期终端需求仍有疑虑，部分产区果农出价心理增强，上行动能明显不足。多空博弈
激烈下，预计高位宽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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