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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白糖高位空单续持，目标为5680元/吨。若无空单，可等待5830布局。（★★★☆☆）
                       逢高沽空生猪05合约（★★★☆☆）
                       逢低入多豆粕05合约（★★★☆☆）
                       逢低入多菜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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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5 109 3.00% 主力合约期价 3423 -2 -0.07% 主力合约期价 2766 17 55.29%
美豆期价 1586 29 1.88% 福建价格 3400 73 2.14% 美玉米期价 642 20 3.22%

张家港价格 4250 250 6.25% 全国均价 3338 12 0.38% 锦州港价格 2680 10 0.37%
全国均价 4271 198 4.87% 菜籽库存（万吨） 27.1 1.1 4.23% 全国均价 2725 2 0.06%

油厂开机率（%） 22.88 19.04 495.83% 库存（万吨） 4.56 -0.07 -1.51% 库存数（万吨） 409.70 0.00 0.00%
豆粕库存（万吨） 32.75 -0.16 -0.49% 仓单 1415 -90 -5.98% 仓单 50783 0 0.00%

仓单 19169 -200 -1.03% 基差 -23 -18 360.00% 基差 -86 -17 21.52%
基差 505 141 38.74% 主力-次主力 237 304 -453.73% 主力-次主力 66 20 43.48%

主力-次主力 44 67 -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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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9 32 0.76% 主力合约期价 14715 1010 7.37%
豆粕-菜粕 322 48.39%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3.80 0.03 0.68% 基准地价 12300 -1800 -12.77%
主销区价格 3.98 0.02 0.59% 全国均价 14000 -4200 -1.43%

豆粕-玉米 979 59.19%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50 -0.22 -1.88% 屠企开工率（%） 17.58 -19.10 -52.07%
淘汰鸡（万只） 1071.00 -950.00 -47.01% 自繁自养利润 -336.70 -25.15 8.07%

猪料比 4.28 -5.52% [3.8 6]
基差 -468 -6 1.33% 外购仔猪利润 2.44 -5.33 -68.60%

主力-次主力 -388 -697 -225.57% 基差 -2415 -2810 -711.39%
主力-次主力 1735 2730 -274.37%

新闻热点

✦ USDA供需报告:巴西21/22年度大豆产量预期从此前的1.39亿吨下调至1.34亿吨(市场预期为1.3365亿吨),阿根廷21/22年度大豆产量预期从此前的4650万吨下调至4500
万吨(市场预期为4451万吨),美豆结转库存下调至3.25亿,前值3.5亿,预期3.1亿;全球大豆期末库存估计为9280万吨，预期为9100万吨。
✦ 出口销售报告显示，2月3日止当周，美国2021/2022市场年度大豆出口销售净增159.62万吨，较之前一周增加46%，较前四周均值增长81%，市场预估为净增90-150
万吨。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销售29.81万吨。
✦ 布交所:截至2月10日当周,阿根廷作物状况评级较差为17%(上周为18%,去年7%);一般为46%(上周45%,去年71%);优良为37%(上周37%,去年22%)。土壤水分34%处于
短缺到极度短缺(上周36%,去年14%);66%处于有益到适宜(上周64%,去年86%);0%处于湿润(上周1%,去年0%)。

策略

蛋白粕：尽管USDA报告全球库存下调不及预期，但南美天气炒作持续，后期产量仍有下调可能，且美豆出口需求好转，已连续三周出口销售超过100万吨，成本端价格
易涨难跌。同时国内供应紧张局面短期难改，基差坚挺，豆粕下方支撑强。不过目前美豆和豆粕已处高位，需谨防回调风险，多单谨慎持有，无单者关注逢低入多机会。
玉米：社会库存偏低，但今年售粮进度同比偏慢，随着气温回升，后期上量压力较大，且下游补库基本完成，深加工企业开工率又普遍偏低，预计上行空间有限。短期市
场多空交织，玉米震荡运行为主，建议观望。
鸡蛋：目前蛋鸡存栏仍处低位，加上鸡苗销售不温不火，存栏恢复缓慢，供应端支撑较强，期价走强。但蛋价偏高限制消费，且05合约对应存栏恢复后的蛋价，预计上行
动能有限。
生猪： 元宵临近，养殖户扛价情绪渐起，周末部分地区猪价回调。但基本面仍然偏弱，供大于求，05偏空为主，可15000左右逢高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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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4 -288 -2.87% 主力合约期价 11933 -629 -4.57% 主力合约期价 9932 -230 -2.26%
美豆油价格 64.48 -0.97 -1.48% 福建价格 12867 -660 -4.88% 马棕价格 5740 -39 -0.67%

张家港一级价 10730 -340 -3.07% 全国均价 12704 -758 -5.63% 广东24度价 11150 -400 -3.46%
一级豆油均价 10697 -355 -3.21% 库存（万吨） 24.75 0.99 4.17% 全国24度均价 11227 -382 -3.29%

库存数（万吨） 81.85 -0.66 -0.80% 仓单 32 -119 -6.53% 库存数（万吨） 36.51 1.72 4.94%
仓单 11165 -207 -1.82% 基差 934 -31 -3.21% 进口利润(广东) -214.11 -346.97 -261.2%
基差 976 -52 -5.06% 主力-次主力 188 406 -186.24% 仓单 3590 2990 498.33%

主力-次主力 210 488 -170.00% 压榨利润（福建） -193.96 -303.76 232.34% 基差 1218 -170 -12.25%
 压榨利润（美豆） 269.88 83.94 45.14% 主力-次主力 310 1016 -1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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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81.63% [373 1276] 2001 -21.34% [426 3168] 2179 -17.52% [-230 2176]

新闻热点

✦ MPOB产量数据报告:期初库存161万吨;产量125万吨,环比降幅13.54%;进口7.1万吨,环比减少3.2万吨;出口125万吨,环比降幅18.67%;国内消费23万吨,减少10万吨;库存
155万吨,环比减少6.2万吨。
✦ 印尼贸易部2月9日表示,1月出口规定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棕榈油产品。
✦ 印度政府发布通知，将毛棕榈油进口关税从7.5%下调至5%
✦ SPPOMA数据显示，2月1-1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0.83%，出油率增加0.02%，产量减少0.67%。
✦ SGS数据显示，马来西亚2月1-10日棕榈油产品出口量为304,415吨，较年1月同期的325,601吨下滑6.5%；ITS数据显示，马来西亚2月1-1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318,078
吨，较1月同期出口的334,750吨减少5%。

策略

油脂：随着USDA和MPOB报告相继落地，全球大豆和棕榈油偏紧格局中期难改得到证实，外盘成本支撑稳固。虽然高价抑制下游消费，上周国内油脂库存小幅回升， 但
整体库存仍然维持低位，基差保持坚挺。整体来看，供需矛盾解决前，油脂维持偏强震荡思路，其中棕榈油已升至阶段性高位，单边风险较大，菜油因前期抛储传闻，表
现相对较弱，现已降至震荡区间下沿，且成本端支撑稳固，建议关注逢低入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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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9 33 0.58% 主力合约期价 8958 -323 -3.48%
白糖基差 -9 -13 -325.00%

主产区价格 5690 20 0.35% 山东80#(元/公斤) 5.8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090 10 0.16% 陕西冷库库容比(%) 46.58 -1.28 -2.67% 白糖

主力-次主力
-29 -60 -193.55%

外盘价格 18.29 0.09 0.49% 山东冷库库容比(%) 47.88 -1.63 -3.29%
进口量 （吨） 400000 -230000 -36.51%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3179 302 -8.68%
累计库存（万吨） 322 172 115.04%
累计产量（万吨） 532 254 91.05% 苹果

主力-次主力
1182 -204 -14.72%

累计销量（万吨） 210 81 63.11%
仓单 28238 340 1.22%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伦敦白糖最近合约临近下周交割还有3个交割日，预计交割糖原主要来自中美洲糖和印度糖，同时，印度目前国内销售价格较低，交至盘面的意愿较强，市
场预计印度至2月底累计出口量或达470万吨
✦ 国内方面：截至2月13日不完全统计，云南累计有44家糖厂开榨，同比增加2家。开榨糖厂计划设计产能合计15.32万吨/日。另，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出现确诊病例
的影响，勐棒糖厂及勐腊糖厂暂时停产，仍没有恢复生产。 

策略

白糖：原糖冲高受阻，成本端支撑有限。同时，当前正值国内糖厂榨季，库存逐步累积，期货持续贴水，预计偏弱运行为主。空单若持有，目标为5680元/吨。若无空
单，可等待5830布局。
苹果：受元宵节提振，产区看货逐渐增多，交易氛围尚可，加上库存偏低，价格偏强运行。但砂糖橘等柑橘类产品仍在冲击下游走货，导致市场对于后期需求并不看好，
不宜追高，预计价格在8300-9500区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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