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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短期介入白糖空单，目标100点（★★☆☆☆）
                       菜粕多单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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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 388 11.95% 主力合约期价 3425 392 14.21% 主力合约期价 2749 -9 53.63%
美豆期价 1557 66 4.41% 福建价格 3420 436 14.54% 美玉米期价 622 -3 -0.48%

张家港价格 3750 130 3.59% 全国均价 3097 113 3.78% 锦州港价格 2670 0 0.00%
全国均价 3821 76 2.03% 菜籽库存（万吨） 27.3 3.1 12.81% 全国均价 2725 -1 -0.02%

油厂开机率（%） 75.56 9.90 15.08% 库存（万吨） 4.63 -0.87 -15.82% 库存数（万吨） 419.60 49.10 13.25%
豆粕库存（万吨） 32.91 3.43 11.64% 仓单 1505 0 0.00% 仓单 50783 -1000 -1.93%

仓单 19369 0 0.00% 基差 -5 28 -84.85% 基差 -79 9 -10.23%
基差 114 -258 -2.15% 主力-次主力 -67 -22 48.89% 主力-次主力 46 9 24.32%

主力-次主力 -23 15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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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 120 2.91% 主力合约期价 13705 170 1.26%
豆粕-菜粕 211 -8.66%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29 -0.01 -0.23% 基准地价 14100 -250 -1.74%
主销区价格 4.43 0.00 0.00% 全国均价 13800 -3200 -1.43%

豆粕-玉米 887 70.25%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50 -0.22 -1.88% 屠企开工率（%） 39.40 4.05 1.76%
淘汰鸡（万只） 2021.00 -213.00 -9.53% 自繁自养利润 -300.36 -30.61 11.35%

猪料比 4.53 -1.52% [3.8 6]
基差 49 -130 -368.34% 外购仔猪利润 -33.15 5.61 -14.47%

主力-次主力 309 -30 -8.85% 基差 395 -420 -50.91%
主力-次主力 -995 15 -1.49%

新闻热点

✦ 五家机构下调巴西2021/22年度大豆产量预期：Datagro：将1.421亿吨下调至1.3亿吨；Cogo：将1.31亿吨下调至1.25亿吨；StoneX：将1.34亿吨下调至1.265亿吨；
AgResource：将1.31亿吨下调至1.25亿吨；AgRural：1.334亿吨下调至1.285亿吨。
✦ USDA大豆压榨月报：12月美国大豆压榨量为594.7万吨（合计1.98亿蒲式耳），上月为571.8万吨（合计1.91亿蒲式耳），去年同期为579.4万吨（合计1.93亿蒲式
耳）；✦ 12月美国豆油产量为23.24亿磅，较上月增加4%，较去年同期增长4%。
USDA出口销售周报：截至1月27日当周，美国2021/2022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109.6万吨，高于预期；2022/2023年度大豆净销售88.2万吨，前一周为20.3万吨。

策略

蛋白粕：尽管南美之后有望迎来降雨和新季美豆种植面积料增长，但多家机构仍在继续下调南美产量，加上美豆出口转好，假期期间美豆突破1500，成本带动下节后蛋白
粕跟涨。同时，目前国内豆粕库存偏低，市场基本面矛盾短期看仍未能有效解决，菜粕多单续持。
玉米：虽然社会库存偏低，但今年售粮进度同比偏慢，节后上量压力较大，且下游补库基本完成，企业多以消耗库存为主，另外目前盘面升水较高，预计偏弱运行为主，
建议观望。
鸡蛋：目前蛋鸡存栏仍处低位，但蛋价偏高限制消费， 且节后需求回落，市场整体供需双弱。同时目前主力合约对应存栏恢复后的蛋价，预计上行动能有限，短期震荡为
主。
生猪：生猪节前出栏较多，且节后需求下跌， 市场供大于求，弱预期继续主导盘面，不过03合约贴水较多，下方空间有限，预计03合约偏弱震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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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 720 7.72% 主力合约期价 12562 457 3.78% 主力合约期价 10162 730 7.74%
美豆油价格 65.45 0.54 0.83% 福建价格 13527 494 3.79% 马棕价格 5779 -6 -0.10%

张家港一级价 10600 310 3.01% 全国均价 13111 200 1.55% 广东24度价 11120 310 2.87%
一级豆油均价 10582 310 3.02% 库存（万吨） 23.76 -2.22 -8.55% 全国24度均价 11178 310 2.85%

库存数（万吨） 82.51 2.22 2.76% 仓单 32 -100 -5.21% 库存数（万吨） 34.79 -3.18 -8.38%
仓单 11372 -97 -0.85% 基差 965 70 7.82% 进口利润(广东) -158.07 -205.68 -432.0%
基差 558 -410 10.78% 主力-次主力 -218 62 -22.14% 仓单 600 -805 -57.30%

主力-次主力 -278 -2 -2.80% 压榨利润（福建） #N/A #N/A #N/A 基差 958 -420 7.76%
 压榨利润（美豆） 185.94 -37.37 -16.74% 主力-次主力 -706 14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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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252.94% [373 1276] 2400 -14.13% [426 3168] 2520 -10.92% [-230 2176]

新闻热点

✦ SPPOMA数据显示，2月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36.69%，出油率增加0.73%，产量减少32.85%。
✦ SPPOMA：2022年1月1-31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9.72%，出油率减少0.59%，产量减少12.4%。
✦ ITS：马来西亚1月1-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76416吨，较12月1-31日出口的1581110吨减少25.6%；SGS：马来西亚1月棕榈油出口量为1140790吨，较上月同期的
1564445吨下降27.08%；AmSpec：马来西亚1月1-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05407吨，较12月1-31日出口的1491985吨减少25.9%。

策略 油脂：因印尼出口新规持续发酵和南美产量忧虑，加上原油走强，假期期间外盘大涨，加上目前国内油脂低库存和高基差状态延续，节后油脂延续涨势。虽然高价将抑制
下游需求和备货结束，但全球油脂偏紧格局或将延续至二季度，且短期市场多头氛围浓厚，油脂易涨难跌。多单谨慎持有，无单者不宜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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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6 -95 -1.65% 主力合约期价 9281 403 4.54%
白糖基差 -36 49 -57.65%

主产区价格 5670 -20 -0.35% 山东80#(元/公斤) 5.6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080 -10 -0.16% 陕西冷库库容比(%) 49.87 -2.90 -5.24% 白糖

主力-次主力
31 7 29.17%

外盘价格 18.04 -0.28 -1.53% 山东冷库库容比(%) 51.12 -1.80 -3.33%
进口量 （吨） 400000 -230000 -36.51%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3321 -43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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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 348 33.53%

累计销量（万吨） 129 112 664.19%
仓单 27898 854 3.16%

新闻热点

✦ 国内方面：据国家相关统计部门数据，2021年12月份国内7类主要含糖食品累计产量同比均呈现上涨趋势。其中累计产量上涨幅度最多的是碳酸饮料，达18.22%，数
据显示12月份碳酸饮料累计产量为2337.62万吨。其他品种12月份累计产量为：糖果类304.32万吨，上涨10.13%；速冻米面食品类371.83万吨，上涨8.33%；乳制品类
3031.66万吨，上涨8.33%；罐头类831.71万吨，上涨0.09%；冷冻饮品类221.36万吨，上涨5.91%；果蔬汁饮料类1693.5万吨，上涨11.16%

策略

白糖：原糖在春节假期周中走势震荡，主力合约再探前期支撑位17.77美分/磅，后在原油的大幅上涨提振下反弹，整体而言假期震荡略跌，成本支撑有限。同时，节后国
内糖厂陆续开机，库存逐步累积。市场利多有限，白糖偏弱运行为主。
苹果：产区冷库已陆续开始交易，但今年礼盒货源量过大，节后需求表现一般，客商也多以按需补货为主，市场价格稳定。故当前基本面并不支撑其持续上涨，不宜追高
。重点关注下游需求情况。

板块周度期价变动情况（%） 板块周度持仓量变动情况（手）

板块
表现

+
免责声明

       以上报告版权属于福能期货，仅作参考之用。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本报告都不能当作买卖所述品种的依据。报告是针对商业客户和职业投资者准备的，所以不得转给其他人员
。尽管我们相信报告中数据和资料的来源是可靠的，但我们不保证它们的准确性及完整性。我们也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未经授权许可，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
第三方传播本报告的行为均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福能期货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