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19年6月24日

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6月14日-6月21日），国
内豆粕现货价格先扬后抑，整体继
续下跌。截止本周五，沿海豆粕价
格2830-2940元/吨一线，较上周跌
30-70元/吨。

2018年12月5日-2019年6月21日国内豆粕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0-2019年国内豆粕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豆粕
中美即将重启谈判，等待会晤结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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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6月15日-6月21日）
，本周国内油厂开机率继续回升
，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1792400吨（出粕1415996吨，出
油340556吨），较上周1726200
吨增66220吨，增幅3.83%，当周
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为50.17%，较上周48.32%增1.85
百分点，因部分工厂停机检修及
豆粕豆油胀库，下周（第26周）
油厂开机率将继续下降175万吨
左右，下下周（第27周）压榨量
将回升至182万吨左右。

 按当前开机速度来算，预期
6月份全国大豆压榨总量在755万
吨，低于上月实际压榨量781万
吨，但高于较去年同期的705万
吨。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据Cofeed调查统计，6月份
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131船833.5万吨，7月份预估960
万吨，较上周预估降20万吨，8
月初步预估980万吨，较上月预
估增50万吨，9月初步预估1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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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上周油厂大豆库存继续下降
，但降幅不大，2019年第24周（
截止6月14日当周），国内沿海
主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总库存量
426.41万吨，较上周的428.5万吨
减少2.09万吨，降幅0.49%，较去
年同期607.82万吨减少29.84%。
但随着第三季度大豆集中到港，
后期港口大豆库存仍可能逐步回
升。

大豆、豆粕库存

 上周豆粕成交整体清淡，使
得上周豆粕库存也继续增加，截
止6月14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
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76万吨，
较前一周的73.61万吨增加2.39万
吨，增幅在3.25%，较去年同期
111.62万吨减少31.91%。本周下
游整体成交量仍清淡，预计豆粕
库存将继续趋于增加。

需求面：豆粕现货成交量

天气炒作以及中美贸易关系
有望改善，支撑美豆大幅上涨，
但中美谈判重启利空国内粕类市
场，连粕以及豆粕现货下跌，而
猪瘟蔓延仍影响后期需求，下游
采购积极性不高，导致本周成交
量低于上周，成交量处于较低水
平。截止本周五，豆粕成交总量
在46.24万，较上周48.20万吨，
周比降4.05%，较去年同期14.42
万减少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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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贵州黔南新发疫情1起
。据农业农村部公布数据显示，
目前共有32个省份发生家猪（
134）和野猪（3起）非洲猪瘟疫
情。疫情持续爆发，导致生猪养
殖行业仍在加速去产能，生猪补
栏需求差影响粕类长期需求。

近期国内南方水产养殖也受
强降雨天气影响进展缓慢，但豆
粕与其它杂粕价差仍较小，饲料
中豆粕添加比例较高，且猪瘟导
致其他相关肉类需求增加，畜禽
及其他养殖数量增加，也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因养猪业对豆粕需求
的下降部分。

需求面：养殖业情况

   本周美豆价格继续上涨，
但大豆升贴水报价下跌，导致本
周巴西大豆进口成本小幅下降，
截止6月21日，巴西大豆7月升贴
水CNF报价178N，上周同期报价
199N，大豆进口完税价在3164元
/吨，而上周3181元/吨。不过，
本周连盘期价表现疲软，使得巴
西大豆盘面毛利继续小幅减少，
截止6月21日，巴西大豆7月船期
盘面榨利盈利211元/吨，上周盈
利218元/吨。而美湾大豆由于高
额关税仍未取消，压榨仍深陷亏
损，截止本周五，美湾大豆7月
船期盘面榨利亏损605元/吨，上
周同期亏损524元/吨。若美豆加
征关税取消，美湾大豆7月船期
盘面榨利将转为盈利146元/吨。

南美大豆进口成本及压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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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市展望

 天气市暂未结束，气象预报显示美国农业区仍有降雨，将导致大豆
种植进一步推迟且产量前景或低于预期。同时，中美两国元首周三通电
话表示同意重启谈判，中国商务部称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将按照两国元
首的重要指示进行沟通，彭博转引《南华早报》报道称中美谈判团队最
早下周二在大阪进行磋商，中美贸易关系有望改善，亦利好美豆价格。
不过，美国陈豆库存充足，南美大豆丰产，仍将制约美豆上涨空间，还
可能频繁波动。总体来说，利多因素主导，短线美豆或继续偏强震荡运
行。大豆播种6月下旬基本将结束，而大豆关键生长期天气炒作一般在7
月下半月和8月份，中间有一小段天气炒作可能归于平淡。

    中美即将重启谈判，贸易关系有望改善，给国内粕价增添利空气
氛。第三季度大豆到港庞大，而猪瘟疫情难以完全防疫，本周仍在蔓延
，影响生猪存栏，下游釆购谨慎，近期豆粕成交清淡，叠加南方降雨影
响豆粕提货速度，使得油厂豆粕库存连续几周趋增，利空豆粕市场，周
五晚上美豆也因天气改善下跌，预计下周豆粕价格仍可能震荡调整。但
美豆天气市也还未结束，天气炒作随时可能再现，此外，中美元首会晤
只是重启谈判，谈判结果仍有不确定性，中美达成一致前，多空双方都
将比较谨慎，近期豆粕价区间内频繁震荡为主，但波动幅度不会太大，
沿海豆粕主流波动区间或在2800-3000元/吨区间。

操作策略上，按震荡市对待，方向确立前，需保持谨慎，耐心等待
下周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及6月28-29日元首会晤结果指引，同时需关注美
豆产区天气变化。

中美即将重启谈判，等待会晤结果指引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19年6月24日

一、菜籽收购方面

本周（6月14日-6月21日），国
内菜籽收购价格较上周继续下跌。

因新菜籽集中上市，导致本周
菜籽价格继续下跌，其中安徽新菜
籽价格在2.4-2.45元/斤，较上周跌
0.01元/斤，湖北新菜籽价格在2.38-
2.4元/斤，较上周跌0.05-0.07元/斤。
四川地区收购价在2.55-2.6元/斤，较
上周跌0.04元/斤，江苏地区净货收
购价在2.35-238元/斤，较上周跌
0.02-0.03元/斤。

菜粕
中美贸易谈判将重启，等待会晤结果指引

2010年5月4日至2019年6月21日国内菜籽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当前菜籽水分较高，油厂收购
数量不大，还不足以维持开机，及
目前处于油脂需求淡季，加之菜粕
性价比较低，需求较为低迷，使得
油厂加工意愿较低，内地小机榨油
厂开工率依旧维持偏低水平，因此
在新菜籽集中上市之际，收购价格
承压回落。但浓香型菜油价格一直
保持高昂的价格，另外中加关系紧
张，后续菜籽进口已经中断，7、8
月份开始进口菜籽供应将紧张，营
口渤海等外资工厂开始收购国产菜
籽加工，所以国产菜籽收购价格继
续下跌空间不会太大，后面随着进
口菜籽供应紧张现象显现，国产菜
籽价格仍有望再度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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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菜粕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6月14日-6月21日），国
产菜粕因无货大多停止报价，沿海
进口菜籽压榨的菜粕价格较上周滞
涨回落。

截止本周五，国产菜粕报价在
1800-2550元/吨，较上周持稳，沿海
进口菜籽压榨的菜粕价格在2530-
2610元/吨，较上周跌10-20元/吨。

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21日国内菜粕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2009-2019年国内菜粕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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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面分析

本周（2019年第25周，6月15
日-6月21日）沿海油厂开机率小幅
回升，全国纳入调查的101家油厂
菜籽压榨量小幅增加至42610吨（
进口菜籽压榨量41000吨，国产菜
籽压榨量210吨），较上周38210吨
增加4400吨，增幅11.52%，本周菜
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8.5%
，上周开机率在7.63%。因原料不
足，下周菜籽压榨量将再度降低至
超低水平。

菜籽压榨量

菜粕库存

虽然本周菜籽油厂开机率小
幅回升，但菜粕提货速度快，导
致本周（截止6月21日当周）两
广及福建地区菜粕库存下降至
19000吨，较上周21000吨减少
2000吨，降幅9.52%，较去年同
期各油厂的菜粕库存53000吨降
幅64.15%。

需求面：菜粕现货成交量

本周菜粕期现价格下跌，买
家入市意愿减弱，本周菜粕成交
量下降至13000吨，较上周14000
吨减少1000吨，降幅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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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中美贸易关系有望改善，以及传言一家民营企业买入8月船期菜籽
，且第三季度大豆到港庞大，7-9月份大豆到港量分别960万吨、980万吨
和1000万吨，加上国储豆也在连续拍卖，下周一（6月24日）将拍卖28
万吨，大豆油厂开机率也回升至较高水平，目前菜粕与豆粕价差较小，
买家入市买菜粕较谨慎，在中美贸易谈判重启背景下，菜粕价格滞涨小
幅回落。但中美贸易谈判结果不确定性较大，中加关系中短期还解决不
了，7月下半月菜籽供应将趋紧，及水产需求慢慢启动，油厂菜粕库存
暂无压力，厂家挺价意愿强烈，且美豆产区天气炒作也还未结束，将继
续支持菜粕行情，短线菜粕难有大跌，或窄幅调整。下周中美贸易谈判
将重启，领导人也将会晤，等待会晤结果指引，谨防贸易关系改善带来
的震荡风险。

下周中美贸易谈判将重启，等待会晤结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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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2019年6月17日-6月
21日），国内豆油价格再度转
跌，截止本周五，国内沿海一
级豆油主流价格在5190-5350元/
吨（天津贸易商5190-5200，日
照贸易商5190，张家港贸易商
5350，广州贸易商5280-5290）
，跌幅在20-100元/吨。

2017年12月-2019年6月21日国内一级及三级豆油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2-2019年国内豆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豆油
价格处于多年低位，暂将维持震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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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6月15日-6月21日）
，本周国内油厂开机率继续回升
，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1792400吨（出粕1415996吨，出
油340556吨），较上周1726200
吨增66220吨，增幅3.83%，当周
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为50.17%，较上周48.32%增1.85
百分点，因部分工厂停机检修及
豆粕豆油胀库，下周（第26周）
油厂开机率将继续下降175万吨
左右，下下周（第27周）压榨量
将回升至182万吨左右。

 按当前开机速度来算，预期
6月份全国大豆压榨总量在755万
吨，低于上月实际压榨量781万
吨，但高于较去年同期的705万
吨。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据Cofeed调查统计，6月份
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131船833.5万吨，7月份预估960
万吨，较上周预估降20万吨，8
月初步预估980万吨，较上月预
估增50万吨，9月初步预估1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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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2019年第24周（截止6月14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
厂进口大豆总库存量426.41万吨
，较上周的428.5万吨减少2.09万
吨，降幅0.49%，较去年同期
607.82万吨减少29.84%。但随着
第三季度大豆集中到港，后期港
口大豆库存仍可能逐步回升。

豆油库存量

   据Cofeed统计，截止本周
四，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45.68万吨，较上周的144.995万
吨增0.685万吨，增幅为0.47%，
较上个月同期145.58万吨增0.1万
吨，增幅为0.07%，较去年同期
的141.88万吨增3.8万吨增幅
2.68%，五年同期均值117.1万吨

需求面：豆油成交量

本周随着价格的回调，部分
经销商有逢低补库的意愿，使得
本周豆油成交较上周有所增加，
但整体并未放量，据Cofeed统计
，本周全国主要工厂的豆油成交
量为110430吨，日均成交量为
22086吨；相比之下，上周全国
主要工厂的豆油成交量为78580
吨，日均成交量为1571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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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截止本周四，全国港口食用
棕榈油库存总量67.98万吨，较前
一日68.26万吨降0.4%，较上月同
期的81.28万吨降13.3万吨，降
16.36%，较去年同期58.81增9.17
万吨，增幅15.59%，往年库存情
况：2018年同期58.81万吨，2017
年同期50.18万，2016年同期
41.58万，2015年同期45.85万。5
年平均库存为52.88万吨。国内主
要港口工棕库存13.31万吨。

    根据Cofeed最新了解，
2019年5月棕榈油进口量预计47-
55万吨（其中24度35-40万吨，工
棕12-15万吨），较上周预估值持
平，6月进口量预计46-47万吨（
其中24度34-35万吨，工棕12万吨
），较上周预估值增2万吨，7月
进口量37-42万吨（其中24度25-
30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
预估值持平。

替代品种棕榈油供需情况

三、后市展望

美豆仍处于“天气市”，总体仍将偏强运行，且贸易谈判能否达成协
议尚有不确定性，豆油绝对价格也处于多年低位区，加上，美国与伊朗关
系紧张，中东紧张局势提振本周原油大涨，也限制了油脂期价下滑空间，
短线豆油现货继续下跌空间预计也不大，整体暂将维持震荡整理态势。

豆油绝对价格也处于多年低位区，整体暂将维持震荡整理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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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6月14日-6月21日）
，国内菜油价格相比上周滞涨
回落。

2009年5月11日至2019年6月21日国内菜油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0-2019年国内菜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菜油
菜油政策面不确定性较大，轻仓操作为宜

本周国内进口菜籽压榨的菜油
价格相比上周滞涨回落，国产菜油
维持稳定居多。截至本周五，长江
中下游地区国产四级菜油出厂报价
在7400-8300元/吨，相比上周持稳
，沿海油厂进口四级菜油报价6840-
7200元/吨，较上周跌100-220；内
陆区域进口四级菜油价格在7100-
7400元/吨，较上周跌150-18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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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面分析

 本周（2019年第25周，6月15
日-6月21日）沿海油厂开机率小幅
回升，全国纳入调查的101家油厂
菜籽压榨量小幅增加至42610吨（
进口菜籽压榨量41000吨，国产菜
籽压榨量210吨），较上周38210
吨增加4400吨，增幅11.52%，本
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8.5%，上周开机率在7.63%。因
原料不足，下周菜籽压榨量将再
度降低至超低水平。

菜籽压榨量

菜油库存

虽然本周菜籽油厂开机率小
幅回升，但菜油提货速度快，导
致本周（截止6月21日当周），
两广及福建地区菜油库存小幅下
降至96600吨，较上周98600吨减
少2000吨，降幅2.03%，较去年
同期106500吨，降幅9.3%。

需求面：菜油现货成交量

本周菜油期现价格大幅下跌
，买家入市意愿减弱，且豆菜油
价差继续扩大，严重影响菜油需
求，本周菜油成交500吨，上周成
交量在9200吨，减少8700吨，降
幅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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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中美谈判重启带来利空，及传言一家民营企业买入8月船期菜籽，
且菜豆、菜棕价差扩大，严重影响菜油需求，近期菜油无人问津，及6-9
月进口大豆到港庞大，到二季度月均到港量或高达950万吨以上，豆油
厂开机率或因而高企，豆油库存仍趋增，油脂基本面偏空，拖累菜油市
场回落，但中加关系短期难解决，7月下半月开始菜籽原料或紧张，油
厂限量开机，及近期菜油成交开始放量，上周华东港口成交近3万吨，
本周川渝地区成交1万吨，将限制菜油跌幅。

菜油政策面不确定性较大，仍轻仓操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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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2019年6月17日-6月
21日），国内棕榈油价格再度
下跌。

2008年12月8日-2019年6月21日国内棕榈油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2-2019年国内棕榈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棕榈油
多空并存，预计短线棕榈油行情将继续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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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棕榈油供需面分析

供应面：棕榈油进口量

棕榈油库存：

截止本周四，全国港口食用
棕榈油库存总量67.98万吨，较前
一日68.26万吨降0.4%，较上月同
期的81.28万吨降13.3万吨，降
16.36%，较去年同期58.81增9.17
万吨，增幅15.59%，往年库存情
况：2018年同期58.81万吨，2017
年同期50.18万，2016年同期
41.58万，2015年同期45.85万。5
年平均库存为52.88万吨。国内主
要港口工棕库存13.31万吨。

 根据Cofeed最新了解，2019年5月棕榈油进口量47-55万吨（其中24度
35-40万吨，工棕12-15万吨），6月进口量预计46-47万吨（其中24度34-35万
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估值增2万吨，7月进口量37-42万吨（其中24
度25-30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估值持平。

需求面：棕榈油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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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棕榈油供需面分析

进口利润

本周棕榈油进口仍有利润。
截止6月21日，中国进口印度尼
西亚棕榈油7月完税价为4293元/
吨，当天连棕油P1909合约收于
4350元/吨，利润为47元/吨，作
为对比，上周五7月完税价为
4349元/吨，当天连棕油P1909合
约收于4388元/吨，利润为39元/
吨。本周进口仍有利润，进口商
入市积极性有所提升，本周买入
近10船棕榈油，船期多为7-8月。

三、后市预测

船运调查数据显示，6月前2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下降5.8-12.7%
，作为对比，前15日降18.9-22.5%，前10日下降31.4-31.6%，棕榈油出口好
转，但此消息市场已提前消化，另外，产地棕榈油库存仍处于高位，随着
季节性增产期的到来，增库存预期仍限制马盘棕油期价走势。

国内方面，中美谈判重启对国内油脂行情利空，国储大豆及菜油持续
拍卖，下周将拍28万吨，第三季度大豆到港量也庞大，未来油厂开机率将
升至较高水平，豆油库存增势不改，另外，近期进口利润可观，进口商入
市积仍性提升，本周进口商买家近10船棕榈油，船期多为7-8月，均抑制国
内棕榈油市场走势。

但美国天气炒作还未结束，美豆总体仍偏强，且贸易谈判能否达成协
议也还有不确定性，此外，中东紧张局势提振本周原油大涨，对棕榈油有
所提振，本周五华南地区生柴需求明显增加，广州港口当天棕榈油放量成
交2.4万吨，加之油脂价格也处于低位区，预计棕榈油继续下跌空间不大。
注意关注下周中美贸易谈判及领导人会晤情况，以及美豆产区天气情况指
引。

多空并存之下，预计短线棕榈油行情将继续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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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一周评论：
宏观：中美贸易谈判重启。同

时六月美联储会议偏鸽，宽松预期
增强，降息周期将近，市场情绪有
所好转。

供给端：北半球棉花产区天气
中性偏多。南半球棉花产量大丰收
，利空。

需求端：美棉销售周环比减少
，偏空；国内皮棉销售落后于往年
，偏空。储备棉成交率回升，偏多

库存：5月棉花商业库存为
352.81万吨，较上月减少26.68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97.46万吨。5月棉
花工业库存为75.16万吨，环比下降
4%，同比下降6%。5月底全国棉花
周转库存总量约315.78万吨，较上
月减少28.3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8.85万吨。库存下降缓慢，偏空。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虽出现转机
，但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后续
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前棉纺织
品服装出口需求形势不甚乐观，期
价上涨存在阻力。                              
投资策略：

峰会谈判及3000亿美元商品征
税听证会前暂观望。
风险提示：

继续关注贸易战谈判。
国家政策信息。
关注棉花主产区天气。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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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1.中美贸易谈判重启：中美元首通话后，内外棉价一度大涨，但目前磋商前
景依旧不明朗，期棉价格回落。

2.中国棉纺织行业景气，偏空：2019年5月中国棉纺织景气指数46.82，与4月
相比下降0.81。5月原料采购价格指数47.3，与4月相比下降2.72。5月原料库存指
数47.34，与4月相比下降1.09。5月生产指数46.4，与4月相比下降1.41。5月产品
销售指数45.58，与4月相比下降0.65。5月产品库存指数45.14，与4月相比下降
1.03。5月企业经营指数46.59，与4月相比下降0.53。

3.新疆多个产棉区有灾害天气预警，偏多：未来三天，伊犁州、博州、塔城
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
区、巴州、哈密市等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
较大。

4.美棉种植进度落后去年同期，偏多：上一周美棉种植进度为89%，去年同
期为95%，过去5年均值为94%。

5.美棉优良率好于去年同期，偏空：上一周美棉优良率为49%，上上周为44%
，去年同期为38%，过去5年均值为52%

6.美棉种植区天气中性偏多：德州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三角洲地区洪水仍
有部分没有退去。截止6月16日，德州室外劳动天数为5天，上周为4.2天，去年
同期为6.6天。

7.巴西棉花大丰收，偏空：巴西商品供应公司（CONAB）的6月预测显示，
2018/19年度巴西棉花产量267万吨，同比增长33.4%，增产的原因是面积扩大
36.2%。不过，今年的平均单产下降2%，为1673公斤/公顷。

8.全国棉花销售率落后于往年，偏空：全国销售率为71.5%，同比下降9.3个
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降低18.8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销售69.6%。累计销售皮棉 
436万吨，同比减少57.7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减少55.9万吨，其中新疆销售皮棉
354.9万吨。

9.美棉本年度签约为负 中国大量取消合同，偏空：2019年6月7-13日，
2018/19年度美棉出口净签约量为-2.7万吨，较前周和前四周平均值大幅减少，创
本年度新低。

10.储备棉竞拍热情有所回升，偏多：5月5日至6月21日，储备棉轮出累计成
交30.18万吨，成交率83.62%。上周累计成交率为81.90%。

11.部分纺织企业小厂形势不佳，限产停产增加  ，偏空：据国家棉花监测系
统安徽监测站消息，进入六月，中美贸易战对纺织行业影响只增不减，尤其是给
小型棉纺织厂带来难以预想的困境。经调查，目前安徽小型棉纺织厂企业订单稀
少，限产、停产现象明显增加。

全球棉花预测产量环比调减3万
吨至2728.5万吨，期初库存上调23
万吨至1688万吨，全球棉花进口量
调减13万吨至974.2万吨，总供给调
增7万吨至5390.7万吨。出口调减13
万吨至974.4万吨，消费调减14万吨
至2727.4吨，期末库存上调34万吨
至1782.1万吨。库存消费比为45.44
，环比调增1.25个百分点，处于近
九年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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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种植

美棉优良率49%，上周为44%，去年
同期38%，历史均值52%。

美棉当期种植进度89%,上一年度同
期种植进度95%，五年均值为94%。

德州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三角洲
地区洪水仍有部分没有退去。截止6月
16日，德州室外劳动天数为5天，上周
为4.2天，去年同期为6.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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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棉花种植

全疆棉花大都进入现蕾期，南疆部
分棉区进入开花期。

 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喀什地区
、克州、和田地区和塔城地区、阿克
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
分区域有微到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山
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
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
区、巴州南部局地暴雨，北疆部分区
域有4～5级西北风。全疆其它地区晴
有时多云，风力不大。 

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南疆盆地
大部和伊犁州、博州、塔城地区南部
、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
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微到小雨，
其中和田地区、巴州南部等地的部分
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疆风
口有9级左右西北风。

新疆气象台2019年6月23日15时发
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
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克州阿克
陶县、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莎车县、叶城县发生地质灾害
风险等级较高。 

重点提示： 1.未来三天，伊犁州
、博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
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
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
市等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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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棉轮出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19年6月24日

截至6月21日，郑交所一号棉花仓
单数量为16804张，较前一周减少318张
，有效预报的数量为1159张，较前一周
增加137张，仓单和有效预报总数量为
17963张，较前一周减少181张。

NYBOT2号棉花库存较上周增加9373
包，库存量现为97713包。

CFTC持仓报告

据CFTC报告显示，资产管理机
构在棉花期货和期权市场上增持净空
单。截至 2019 年6月18日的一周，资
产管理机构在洲际交易所（美国）棉
花期货以及期权市场上持有净空单
30385手，相比前一周增加144手净
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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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郑棉 1909合约结算价13685
元/吨，较前一周上涨200元/吨，上涨
幅度为1.48%。

美棉 ICE 1912合约结算价为65.56
美分/磅，较前一交易周下跌0.19美分/
磅，上涨幅度为0.29%。

国际市场：上周FC Index M1%配额港
口提货价较上周跌254元至13280元/吨，
下跌幅度为1.88%。FC Index M滑准税港
口提货价较上周下跌162元至14692元/吨
，下跌幅度为1.09%。

国内市场：上周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328下跌30元至14062元/吨，下跌幅度为
0.21%。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2019年5月，我国纺织品服
装出口额为238.31亿美元，环比增
长22.46%，同比增长1.65%。其中
，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
制品）出口额为116.44亿美元，同
比增加3.55%；服装（包括服装及
衣着附件）出口额为121.87亿美元
，同比减少0.11%。

2019年1-5月，我国纺织品服
装累计出口额为995.89亿美元，同
比下降2.88%，其中纺织品累计出
口额为483.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服装累计出口额为512.77
亿美元，同比下降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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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出口情况 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19年6
月7-13日，2018/19年度美棉出口净
签约量为-2.7万吨，较前周和前四周
平均值大幅减少，创本年度新低。
新增签约主要来自印度（3538吨）
、墨西哥（1202吨）、埃及（1157
吨）、中国台湾地区（839吨）和印
度尼西亚（703吨）。取消合同的主
要是土耳其（1.92万吨）和中国（
1.58万吨）。

美国2019/20年度棉花净出口销
售量为5.03万吨，新增签约主要来自
土耳其（2.23万吨）、中国（1.12万
吨）、萨尔瓦多（5103吨）、危地
马拉（3583吨）和墨西哥（2268吨
）。

2018/19年度美国棉花装运量为
7.28万吨，较前周减少11%，较前四
周平均值减少10%。主要运往印度（
1.34万吨）、土耳其（1.26万吨）、
越南（1.25万吨）、中国（8165吨）
和孟加拉国（5194吨）。

2018/19年度皮马棉净签约量为
907吨，新增签约来自萨尔瓦多（
499吨）、孟加拉国（295吨）、奥
地利（91吨）和土耳其（68吨）。
取消合同的是瑞士（91吨）。

皮马棉装运量为4354吨，较前
周增长2%，较前四周平均值减少2%
，主要运往印度（1928吨）、中国
（1882吨）、土耳其（181吨）、巴
基斯坦（91吨）和孟加拉国（91吨
）。

中国棉花月度进口

2019年4月我国进口棉花18万吨，较上
月环比增加20%，同比增加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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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棉花商业库存为352.81万吨
，较上月减少26.68万吨，较去年同
期增加97.46万吨。

USDA预测中国棉花年度期末
库存为31.49百万包（685.73万吨）
，环比5月调增2.44%。

5月棉花工业库存为75.16万吨
，环比下降4%，同比下降6%。

据中国棉花协会棉花物流分会
对全国18个省市的186家仓储会员
单位库存调查：5月底全国棉花周
转库存总量约315.78万吨，较上月
减少28.3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8.85万吨。

中国棉花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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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全球产销存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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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周四，进口针叶浆
周均价 4667 元/吨，环比下降 
1.69%，同比下降 27.91%；

进口阔叶浆周均价 4468 元/
吨，环比下降 3.29%，同比下降 
22.24%；

进口本色浆周均价 4877 元/
吨，环比下降 1.08%，同比下降 
29.35%；

进口化机浆周均价 3998 元/
吨，环比下降 1.72%，同比下降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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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观点：供给方面，外盘低价传闻打压市场交投信心， 现货价格
承压下滑 50-300 元/吨。需求方面，纸厂原料采买积极性不足，浆市放量
有限。库存方面，港口库存同比仍然偏高，下降速度缓慢。下游需求偏弱
整理，预计浆价仍承压。
期现行情回顾

风险提示：
    1.纸浆去库存速度不及预期

     2. 宏观经济风险

基本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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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纸浆期货呈现下跌态势，SP1909合约价格由上周4568元/吨下跌
至4524元/吨。SP1909合约和山东地区智利银星浆现货的价差由上周的
-18元/吨扩大至目前的-74元/吨。针叶浆价格与阔叶浆价格价差由50元/
吨扩大至250元/吨。

基本面方面

• 上游方面
6月份进口木浆外盘未明朗，市场传闻价格偏低，打压市场信心。
5月下旬，国内青岛、常熟、保定纸浆库存合计157万余吨，较4月下

旬减少1%，较去年5月下旬增加61%。

• 下游动态

包装用纸市场，白卡纸市场行情明稳暗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交投
滞缓，业者参市积极性不强。截止到本周四，250-400g白卡纸含税均价
5501元/吨，环比下跌0.16%，同比上升0.14%。

国内牛皮纸市场主流稳定，个别纸企窄幅整理。经销商多对后市持悲
观态度，价格低位、混乱；下游终端采购积极性延续萎靡。

文化用纸市场，本周铜版纸均价为5750元/吨，环比持平，较去年同
期下降15.35%。本周铜版纸市场行情盘整为主，市场交投依旧不温不火。
规模纸厂再发涨价函，计划下旬或月初再涨100元/吨。下游经销商价格盘
整，销售一般，订单平平，对后市信心不足，谨慎采购，观望为主。

本周双胶纸均价为6117元/吨，环比持平，较去年同期下降14.76%。
本周双胶纸市场行情整理为主。零星小厂价格松动，多数纸厂价格维持稳
定，销售一般，出货平平。下游经销商价格盘整，订单有限，为规避风险
，多维持中低库存，观望市场为主。

生活用纸市场，生活用纸市场交投不温不火，需求面偏弱整理，导致
价格延续下行态势。生活用纸均价6330元/吨，环比下降1.76%；同比下
降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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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和套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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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方面

海运费方面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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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PPI

纸浆价格指数
截至 6月 20 日， 中国进

口木浆价格指数为 993.03 点
， 较上周下降 31.24 点，较
去年同期下降 25.70%。

4月，造纸及纸制品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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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浆出运

全球生产商木浆库存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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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木浆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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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木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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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木浆港口库存

5月下旬，国内青岛
、常熟、保定纸浆库存合
计157万余吨，较4月下
旬减少1%，较去年5月
下旬增加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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