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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截止本周五，沿海豆粕价格

2900-3110元/吨一线，较上周波动10-
20元/吨，其中（天津3110，山东
3030-3060，江苏2950-2970，东莞
2900-2910，广西地区2910-2930，福
建地区2920-2940）。

目前豆粕市场主要利多：
1.豆粕库存持续下降至近6年来

的新低，北方市场整体供应紧张；
2.生猪存栏已经触底回升，蛋禽

存栏也回升，而随着元旦、春节临近
，中下游有备货需求，后期粕类需求
有望回暖，油厂挺价。

目前豆粕市场主要利空：
1.南美大豆盘面榨利持续良好，

毛利一直保持在200远/吨以上，吸引
油厂持续采购南美大豆；

2.近期猪价大幅回落，导致部分
压栏大猪集中出栏，加上南方水产需
求也逐渐进入淡季，目前豆粕消耗量
还不大；

3.油脂价格走势强劲，交易商持
续买油卖粕套利，抑制连粕价格。

正是由于多空因素交织，豆粕价
格涨跌两难，本周先扬后抑，但波动
幅度较小，呈现窄幅震荡态势。

2008年12月5日-2019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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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厂持续买入南美豆，压榨增加，供给增加；大
猪恐慌出栏，水产淡季，需求偏弱。然库存6年
低位，北方供应偏紧。中美前景未明，预计豆粕
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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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11月16日-11月22日），
因榨利可观，且油厂大豆陆续进厂
，油厂开机积极性提高，本周大豆
开机率止降回升，且高于预期，全
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1770700吨
（出粕1398853吨，出油336433吨）
，较上周1635100增135600吨，增幅
8.29%，当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
利用率）为48.84%，较上周45.10%
增3.74百分点。未来两周将继续回
升，下周（第48周）油厂压榨量预
计在181万吨左右，下下周（第46周
）压榨量将回升至184万吨。

    2019/2020大豆压榨年度（始
于2019年10月1日），全国大豆压榨
量为11,940,250吨，较去年同期的
13,948,585吨下降2,008,335吨，降幅
为14.39%。2019年1月1日迄今，全
国大豆压榨量总计为73,981,665吨，
较2018年度同期的79,378,380吨降
5,396,715吨，降幅为6.79%。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10月份国内港口进口大豆实
际到港113船732.2万吨，11月份
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125船810.85万吨，12月船期最新
预估930万吨，较上周预估增30
万吨，1月份初步预估维持700万
吨，2月份初步预估420万吨，较
上周预估增30万吨。12-2月份还
较远，变数还较大。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初步数
据显示，2019年10月份中国大豆
进口量为618.1万吨，比9月份
819.66减少201.56万吨，环比减幅
24.59%，较去年同期692.06减少
73.96万，同比减幅10.69%。

2019年1至10月份大豆进口量
为7069.22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7692.9减少623.68万吨，减幅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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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截止11月15日当周，全国油厂
进口大豆总库存量336.33万吨，较
上周的339.15万吨减少2.82万吨，降
幅在0.83%；如加上全国主要港口贸
易豆及可轮储进口豆，全国进口大
豆库存将达到449.1万吨，较上周的
453.2万减少0.90%。全国油厂豆粕
总库存量38.12万吨，较上周的43.65
万吨减少5.53万吨，降幅在12.67%
；全国油厂豆粕未执行合同量
370.78万吨，较上周的418.32万吨减
少47.54万吨，降幅在11.36%。

大豆、豆粕库存

上周豆粕成交再度放量，消耗
速度也有所加快，令豆粕库存继续
下降，已降至近6年来的新低，截止
11月15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
油厂豆粕总库存量35.51万吨，较前
一周的41.21万吨减少5.7万吨，降幅
在13.83%，较去年同期102.76万吨
减少65.44%。本周油厂压榨量小幅
回升，预计豆粕库存降幅或将缩窄
。但豆粕库存偏紧局面缓解时间有
可能比之前预期要更迟，可能到12
月中下旬。

需求面：豆粕现货成交量

 近期猪价持续回落，以及南
方水产需求进入淡季，下游用户采
购积极性降低，导致本周豆粕成交
量明显低于上周。截止11月22日当
周，豆粕成交总量在84.93万，较
上周同期207.54万吨，周比降
59.07%，较去年同期35.32万增加
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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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无新发疫情，据农业农村部公
布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2个省份发生家
猪（153起）和野猪（3起）非洲猪瘟疫
情。同时目前已有21个省份135起疫情
解封。非洲猪瘟疫情的威胁仍然存在，
且由于前期猪价和肉价飙升至一定高度
后，终端消费异常低迷，本周生猪价格
继续下跌，截止本周五，全国生猪平均
价格指数为32.80元/公斤，较上周五的
34.90元/公斤下跌2.10元/公斤，跌幅为
6.02%；较此前高位41.24元/公斤下跌
6.34元/公斤，降幅为159.49%。此外，
冷空气不断袭来，水产养殖旺季的结束
也将对豆粕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

    虽然生猪价格下跌，但目前国内
生猪养殖依旧暴利，本周全国生猪头均
利润从上周的1317.24元/头继续减少至
1039.30元/头，减少了277.94元/头，降
幅21.10%；但较去年同期43.25元/头的
盈利水平增加996.05元/头，增加
2303.00%。且蛋鸡养殖利润依旧较好，
截止本周五，蛋鸡养殖利润为56.76元/
只，较上周五的77.76减少了21元/只，
降幅为27.01%，但较去年同期的34.72增
加了22.04元/只，增幅为63.48%。养殖
户补栏积极性较高，生猪存栏开始回升
，蛋禽存栏也回升，市场对后市的饲料
需求也延续着较为乐观的态度，但启动
时间仍需等待。

需求面：养殖业情况

  美豆集中上市、南美天气良好有
利播种，本周美豆价格继续下跌，大
豆进口成本下降，截止本周五，美湾
大豆12月完税价4198元/吨，较上周
4232跌34元/吨；巴西大豆12月完税价
3281元/吨，较上周3300跌19元/吨。
本周大豆盘面毛利回升，截止本周五
，巴西大豆12月船期盘面榨利盈利257
元/吨，上周同期盈利221元/吨。而在
33%高关税下，美湾大豆压榨仍处于
深度亏损状态，截止本周五，美湾大
豆12月船期盘面榨利亏损724元/吨，
上周同期亏损774元/吨。

    但目前中国已承诺部分美豆取
消加征关税，而美豆加征关税取消后
，美豆压榨利润将有利可图，截止本
周五，取消加征关税后的美湾大豆12
月船期盘面榨利将转为盈利205元/吨
，上周同期盈利162元/吨；美西大豆
12月船期盘面榨利将转为盈利269元/
吨。

南美大豆进口成本及压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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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市展望

美豆方面：路透社报道称中美两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可能推迟到
明年，但中国商务部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中美达成
贸易协定的前景不明，加上巴西天气改善，大豆播种工作已完成2/3，
均打压美豆价格。短线美豆价格或维持偏弱震荡运行。

豆粕方面：目前国内豆粕库存还处于近6年低位，北方市场整体供
应偏紧，而生猪及蛋禽存栏回升，元旦、春节前备货高峰临近，后期粕
类需求有望回暖，油厂有意挺价，支撑豆粕价格。但当前中国南美大豆
盘面毛榨利较好，油厂持续买入大豆，上周中国至少购买了16船巴西大
豆，本周一至四中国至少成交8-9船巴西大豆，及3船阿根廷大豆。且近
期生猪价格持续回落，导致部分区域压栏大猪恐慌性出栏，加上南方水
产需求进入淡季，当前下游需求整体仍较疲软，本周大豆压榨量已经回
升到177万吨，未来两周将继续升至180万吨以上，压榨量增加，豆粕产
量增加，暂抑制豆粕价格。

多空交织之下，短线豆粕价格或仍窄幅波动。本周五下午马盘棕榈
油大涨，交易商买油卖粕套利仍将拖累豆粕价格，周五晚上美豆也跌破
900美分关口至897美分，下周初豆粕价格或偏弱震荡调整。但中美贸易
关系不确定性有所增大，若谈判再出现波折，后面大豆原料供应将更为
紧张，随着元旦、春节临近，中下游有备货需求，一旦后面需求回暖，
豆粕价格也仍存在震荡适度回升的可能。

油厂持续买入南美豆，压榨量增加，豆粕供给增加；大猪恐
慌出栏，水产养殖淡季，需求偏弱。然豆粕库存6年低位，北方
市场供应偏紧。中美关系前景未明，预计豆粕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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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菜籽收购方面

本周菜籽价格较上周继续上涨，
其中安徽新菜籽价格在2.45-2.65元/
斤，较上周涨0.02元/斤，湖北新菜
籽价格在2.55-2.6元/斤，较上周涨
0.08元/斤。四川地区收购价在2.68-
2.69元/斤，较上周涨0.06元/斤，江
苏地区净货收购价在2.5-2.6元/斤，
较上周持稳。内蒙地区菜籽装车价
2.25 元/斤。青海地区菜籽净货收购
价在2.30元/斤，较上周五持平。中
加关系紧张，菜籽进口受限，进口菜
籽供应已经非常紧张，加上目前大宗
油粕价格纷纷上涨，国产菜籽收购价
格将继续震荡趋升运行。

菜粕
菜粕继续下跌空间不大，但上涨又还显乏力，
短线或窄幅波动为主。

2010年5月4日至2019年11月22日国内菜籽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19年11月25日

二、菜粕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菜粕价格相比上周止
跌反弹，截至本周五，国产菜粕报
价在1760-2300元/吨，较上周波动
30-50元/吨，沿海进口菜籽压榨的菜
粕价格在2140-2220元/吨，较上周涨
10-20元/吨。

    菜籽供应上仍受到中加关系制
约而趋紧，部分工厂后续无菜籽到
港，预期油厂压榨量将下降库存将
进一步走低，油厂挺价意愿增强，
截止本周五，郑商所菜粕2001合约
收报于2185元/吨，较上周2179元/吨
涨6元/吨。2010年5月至2019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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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籽压榨量

菜粕库存

 本周菜籽油厂开机率小幅回
落，但菜粕提货速度放缓，导致
本周（截止11月22日当周）两广
及福建地区菜粕库存增加至
27000吨，较上周23000吨增加
4000吨，增幅17.39%，但较去年
同期各油厂的菜粕库存30000吨
降幅10%。

需求面：菜粕现货成交量

 本周（2019年第46周，11月9日-
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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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增加至44960吨（进口菜籽压榨
43000吨，国产菜籽压榨量1960吨），
较上周41460吨增加3500吨，增幅
8.44%，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
用率）8.97%，上周开机率在8.28%，
其中本周国产菜籽开机率稳在0.73%；
本周沿海地区进口菜籽加工厂开机率
在20.82%，上周开机率在19.13%。因
中加关系尚未缓解，加拿大菜籽进口
不畅，进口菜籽供应量越来越少。由
于原料不足，大部分油厂停机，后续
开机率将下降，下周及下下周压榨量
下降至3.4万吨，和2.5万吨。

   

随着全国降温，水产需求进入淡
季，加上本周菜粕期现价格止跌小幅
反弹，买家追涨意愿明显减弱，本周
菜粕无人问津，零成交，上周菜粕成
交206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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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菜籽供应上仍受到中加关系制约而趋紧，大部分工厂后续无菜籽到
港，几家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有菜籽到港，但新到港菜籽暂时还无法加
工，未来两周菜籽压榨量分别下降至1.5万吨和0.8万吨，油厂挺价意愿
增强。但近期猪价持续回落，导致部分区域压栏大猪恐慌性出栏，及南
方水产需求进入淡季，且美豆集中上市、南美天气良好有利播种，美豆
价格偏弱，大豆进口成本下降，目前巴西大豆盘面榨利良好，吸引油厂
持续购入南美大豆，暂抑制菜粕价涨幅。总体而言，菜粕继续下跌空间
不大，但上涨又还显乏力，短线或窄幅波动为主。买家逢低保持安全库
存，但暂不宜过分追高。

菜粕继续下跌空间不大，但上涨又还显乏力，短线或窄幅波动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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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2019年11月18日-11月22
日），国内豆油价格重新回升，截
止本周五，国内沿海一级豆油现货
主流价格在6550-6640元/吨（天津贸
易商6550-6560，日照贸易商6640，
张家港贸易商6640，广州贸易商
6560）大多较上周五涨40-90元/吨。

本周国内豆油期货以及现货重
新止跌回升，有三个原因：

1.有报道称中美两国第一阶段协
议的签署可能要推迟到明年，中美
贸易谈判不确定性增加，对国内利
多。

2.大豆供应紧张，油厂开机率偏
低，且豆油未执行合同较多，豆油
库存或再降。

3.随着生物柴油需求增加及产量
进入减产周期，市场担忧明年棕榈
油供应出现缺口。

2008年12月-2019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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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基本面及市场心态支持下，预计春节
前包装油备货旺季结束前整体仍将保持偏强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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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11月16日-11月22日），因
榨利可观，且油厂大豆陆续进厂，油
厂开机积极性提高，本周大豆开机率
止降回升，且高于预期，全国各地油
厂大豆压榨总量1770700吨（出粕
1398853吨，出油336433吨），较上周
1635100增135600吨，增幅8.29%，当
周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
48.84%，较上周45.10%增3.74百分点
。未来两周将继续回升，下周（第48
周）油厂压榨量预计在181万吨左右，
下下周（第46周）压榨量将回升至184
万吨。

    2019/2020大豆压榨年度（始于
2019年10月1日），全国大豆压榨量为
11,940,250吨，较去年同期的
13,948,585吨下降2,008,335吨，降幅为
14.39%。2019年1月1日迄今，全国大
豆压榨量总计为73,981,665吨，较2018
年度同期的79,378,380吨降5,396,715吨
，降幅为6.79%。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10月份国内港口进口大豆实
际到港113船732.2万吨，11月份
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125船810.85万吨，12月船期最新
预估930万吨，较上周预估增30
万吨，1月份初步预估维持700万
吨，2月份初步预估420万吨，较
上周预估增30万吨。12-2月份还
较远，变数还较大。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初步数
据显示，2019年10月份中国大豆
进口量为618.1万吨，比9月份
819.66减少201.56万吨，环比减幅
24.59%，较去年同期692.06减少
73.96万，同比减幅10.69%。

2019年1至10月份大豆进口量
为7069.22万吨，较上年同期的
7692.9减少623.68万吨，减幅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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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豆油库存量

 截至11月22日，国内豆油商
业库存总量113万吨，较上周的
113.5万吨降0.5万吨，降幅为
0.44%，较上个月同期134万吨降
21万吨，降幅为15.67%，较去年
同期的180.2万吨降67.2万吨降幅
37.29%，五年同期均值132.40万
吨。

需求面：豆油成交量

经过上周的大量补库之后，本
周中下游经销商入市积极性减弱，
豆油成交明显减少，据Cofeed统计
，本周全国主要工厂的豆油成交量
为125350吨，较上周的291750降
166400吨，降幅为57.04%。

截止11月15日当周，全国油厂
进口大豆总库存量336.33万吨，较
上周的339.15万吨减少2.82万吨，
降幅在0.83%；如加上全国主要港
口贸易豆及可轮储进口豆，全国进
口大豆库存将达到449.1万吨，较
上周的453.2万减少0.90%。全国油
厂豆粕总库存量38.12万吨，较上
周的43.65万吨减少5.53万吨，降幅
在12.67%；全国油厂豆粕未执行合
同量370.78万吨，较上周的418.32
万吨减少47.54万吨，降幅在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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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根据Cofeed最新了解，2019
年11月棕榈油进口量预计67万吨
（其中24度55万吨，工棕12万吨
），较上周预估值增持平，12月
进口量预计67万吨（其中24度55
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
估值持平。

    截止本周四，全国港口食
用棕榈油库存总量65.23万吨，较
上月同期的58.03万吨增7.4万吨
，增幅12.75%,较去年同期42.02
增23.21万吨，增幅55.2%，往年
库存情况：2017年同期52.23万，
2016年同期23.64万，2015年同期
64.95万。5年平均库存为49.7万
吨。国内主要港口工棕库14.28万
吨。    

替代品种棕榈油供需情况

三、后市展望

目前巴西大豆盘面压榨毛榨利高达253-279元/吨，阿根廷大豆盘
面毛利209-211元/吨情况下中国油厂持续买入大豆，本周一至周四中
国大概买入15船左右大豆，且油厂大豆陆续进厂，油厂开机积极性提
高，大豆开机率止降回升，且高于预期，也在影响油脂上涨步伐。

只不过，沿海主要油厂大豆现存库存同比降51%，商用大豆供应
紧张令油厂整体开机率偏低，且近期工厂卖出大量豆油远月基差，豆
油仍处去库存的状态，再者业内人士表示东南亚两大棕榈油主产囯明
年产量增幅微乎其微，随着棕榈油进入减产周期，而生物柴油需求增
加，市场担忧可能出现供应缺口，市场对油脂后市仍持较为乐观的心
态，本周四及周五豆油出现回调，但最终价格周比仍呈上涨趋势。良
好的基本面及市场心态支持下，预计春节前包装油备货旺季结束前整
体仍将保持偏强格局，但后面上涨过程中伴随的震荡有可能也将更加
频繁。周五下午马盘再度大幅冲高，预计下周初国内油脂行情可能再
度跟随上涨，但因为持续冲高之后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如果需求未出
现明显放量，则需要防范下周初进一步冲高之后的回调整理风险。

良好的基本面及市场心态支持下，预计春节前包装油备货
旺季结束前整体仍将保持偏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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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进口菜籽压榨的菜油

价格相比上周继续上涨，国产菜油
稳中上涨。截至本周五，长江中下
游地区国产四级菜油出厂报价在
7600-9000元/吨，相比上周涨100-
200元/吨，沿海油厂进口四级菜油
报价报7650-7750元/吨，较上周涨
10-20元/吨；内陆区域进口四级菜油
价格在7890-8090元/吨，较上周涨
50-60元/吨。

2009年4月11日至2019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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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籽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且双节消费高
峰来临，预计后期菜油库存还将下降，菜
油整体后市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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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面分析
菜籽压榨量

菜油库存

本周菜籽油厂开机率小幅回落
，但菜油提货速度放缓，导致本周
（截止11月22日当周），两广及福
建地区菜油库存增加至75500吨，较
上周72500吨增加3000吨，增幅
4.14%，较去年同期159600吨，降幅
52.69%。

需求面：菜油现货成交量

  本周（2019年第46周，11月9日-
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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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增加至44960吨（进口菜籽压榨
43000吨，国产菜籽压榨量1960吨），
较上周41460吨增加3500吨，增幅
8.44%，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
用率）8.97%，上周开机率在8.28%，
其中本周国产菜籽开机率稳在0.73%；
本周沿海地区进口菜籽加工厂开机率
在20.82%，上周开机率在19.13%。因
中加关系尚未缓解，加拿大菜籽进口
不畅，进口菜籽供应量越来越少。由
于原料不足，大部分油厂停机，后续
开机率将下降，下周及下下周压榨量
下降至3.4万吨，和2.5万吨。

本周菜油期现价格继续上涨，
但买家入市意愿减弱，本周菜油成
交量在1000吨，上周菜油成交9100
吨，较上周减少8100吨，降幅
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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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菜籽供应上仍受到中加关系制约而趋紧，部分工厂后续无菜籽到港，
菜籽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且双节消费高峰来临，油厂又多以执行合同为
主，预计后期菜油库存还将下降，菜油整体后市仍看好。因担心东南亚棕
榈油产量下降，周五下午马盘大幅上涨，预计将提振下周初油脂行情，菜
油行情也可能温和跟涨。但进口大豆盘面榨利良好，吸引中国油厂持续买
入大豆，除了中国积极买豆之下，前期部分资金多头逢高获利平仓亦一定
程度上拖累了油脂走势，预计菜油短线或仍可能频繁震荡。

菜籽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且双节消费高峰来临，油厂又多以
执行合同为主，预计后期菜油库存还将下降，菜油整体后市仍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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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棕榈油价格先扬后
抑，整体较上周仍走高，截止本
周三，沿海24度棕榈油价格大多
在5630-5850元/吨，较上周五涨
190-260元/吨，但后半周滞涨回
调，回吐之前少部分涨幅，截止
本周五 ，主流港口24度棕榈油价
格在5560-5710元/吨一线，较前
半周跌30-70元/吨，但大多较上
周五仍涨150-200元/吨，（天津
贸易商5680涨160，日照5710涨
170，张家港贸易商5660涨200，
广州贸易商5560涨170，厦门
5730涨150）。

路透报道称马来西亚将于
2020年初提前实施B20计划，提
升市场看涨积极性，资金继续入
市疯狂炒作做多油脂行情，另外
，大豆库存供应紧张，油厂开机
率低，豆油仍处去库存状态，均
提振本周国内棕榈油前半周价格
继续拉升，但盘面大幅上涨之后
，获利平仓令后半周连盘油脂期
货滞涨回调，令后半周国内棕油
期现货回吐前半周部分涨幅。

2008年12月8日-2019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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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继续验证产地减产预期，预计春节前包
装油备货旺季结束前棕榈油整体仍将保持强
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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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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万吨，较上
月同期的58.03万吨增7.4万吨，
增幅12.75%,较去年同期42.02增
23.21万吨，增幅55.2%，往年库
存情况：2017年同期52.23万，
2016年同期23.64万，2015年同期
64.95万。5年平均库存为49.7万
吨。国内主要港口工棕库14.28万
吨。

2019年11月棕榈油进口量预计67万吨（其中24度55万吨，工棕12万吨）
，较上周预估值增持平，12月进口量预计67万吨（其中24度55万吨，工棕12
万吨），较上周预估值持平。

需求面：棕榈油成交量

 本周豆棕油价差继续收窄，截
止本周五，豆棕价差在968元/吨，
较上周1088收窄120元/吨，且随着
气温不断降低，也对棕榈油勾兑用
量也将形成抑制，当前棕榈油市场
走货转淡，本周棕油总成交量
14700吨，较上周45000吨降30300
吨，降幅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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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棕榈油供需面分析

进口利润

截止11月22日，中国进口印
度尼西亚棕榈油12月完税价5708
元/吨，当天连棕油P2001合约收
于5564元/吨，利润为负144元/吨
，作为对比，上周五12月完税价
5585元/吨，当天连棕油P2001合
约收于5372元/吨，利润为负213
元/吨。

三、后市预测

另外，在马来西亚提前实施B20的消息炒作大涨之后，市场开始质疑在
传统柴油价格相较植物油有较大竞争优势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是否有
足够的资金来补贴B20计划，同时市场也担忧实质性利好不能支撑如此大的
涨幅，交易商获利出场意愿有所增加，前期部分资金多头获利平仓，而巴
西大豆盘面压榨毛榨利高达211-268元/吨，中国积极买豆,本周一至周四中
国大概买入15船左右大豆，且油厂大豆陆续进厂，油厂开机积极性提高，
本周大豆开机率止降回升，且高于预期，也在影响油脂上涨步伐，本周后
半周连棕油期价及现货滞涨回调。

但国内大豆库存供应紧张，且近期工厂卖出大量豆油远月基差，豆油
仍处去库存状态，继续支撑油脂市场，目前市场仍对油脂后市保持乐观心
态。而本周五下午有机构给出11月前20日棕油产量10-13%的同期降幅，继
续验证产地减产预期，推动马盘大幅回升，预计下周一连盘棕榈油恢复交
易后将跟随大幅上涨，基本面利多因素较多，预计春节前包装油备货旺季
结束前棕榈油整体仍将保持强势格局，不过本周棕榈油进一步上冲之后，
豆油棕榈油价差缩小，需求明显受到影响。因资金频繁操作，市场波动加
剧，如果下周初冲高之后，需求仍未跟进，则仍要防范期间频繁震荡风险

市场继续验证产地减产预期，预计春节前包装油备货旺季
结束前棕榈油整体仍将保持强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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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一周评论：

宏观：中美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
不明。

供给端：全球产量环比调减61.7
万吨至2655万吨，环比减幅2.27%。国
内产量584.3万吨，同比下降4.3%。

需求端：陆地棉签约下降，偏空
。终端纺织服装消费弱，偏空。

库存：
10月全球期末库存环比调减62.9

万吨至1759.3万吨，环比减幅3.45%，
同比增幅0.3%。

10月底全国棉花周转库存总量约
246.99万吨，较上月增加75.67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20.89万吨。

10月棉花商业库存为309万吨，较
上月增加89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2
万吨。

10月棉花工业库存为70.96万吨，
环比增加1%，同比下降20.3%。

国内外市场需求难有改善，中美
贸易磋商前景不明，棉价偏弱运行。

                                                             
投资策略：

逢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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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不明，偏空： 路透社报道称中美两国的第一阶段
贸易协定可能推迟到明年，但中国商务部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中美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不明。

2.全球棉花增产，偏空：美国农业部、印度棉花协会预计2019年美棉和印棉
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3.3%，13.6%。国际市场预计，今年产棉量2655至2670万吨，
同比增2.6%至3.9%。

3.中国棉花减产，偏多：2019年中国棉花平均单产121.9公斤/亩，同比减少
3.7%，较8月份调查结果下降5.1个百分点；按监测系统调查实播面积4794.3万亩
测算，预计总产量584.3万吨，同比下降4.3%，较8月份预测下降5.1个百分点。

3.美棉收割进度快于历史同期，偏空：收割进度为68%，去年同期为58%，五
年均值为66%。

4.全国棉花采摘进度快于往年，交售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偏空：截至 2019 
年11月22日，全国新棉采摘进度为98.3%，同比提高5.2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
值提高3.2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采摘进度98.7%；全国交售率为 93.9%，同比提高 
6.0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 7.5 个百分点，其中新疆交售率为98.9%。

5.全国棉花加工进度同比落后，销售进度同比稍有提高，偏空：截至 11 月 
22 日，全国加工率为 60.7%，同比下降6.9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降低13.8个
百分点，其中新疆加工60.0%；全国销售率为17.2%，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较过
去四年均值降低3.2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销售15.9%。

6.陆地棉签约下降，出运量增加，偏空：2019年11月8-14日，2019/20年度美
国陆地棉净签约量为5.16万吨，较前周减少34%，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20%。陆地
棉装运量为3.13万吨，较前周增长9%，和前四周平均值持平。

7.终端服装消费较弱，偏空：10月，孟加拉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20%，越南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减少5.6%。 全球棉花收割面积环比调增

12万公顷至3490万公顷，环比增
幅0.35%。

单产环比调减20千克/公顷至
761千克/公顷，环比减幅2.56%。

产量环比调减61.7万吨至
2655万吨，环比减幅2.27%。

期初库存环比调减3.8万吨至
1754万吨，环比减幅0.22%。

进口环比调增24.6万吨至
958.7万吨，环比增幅2.63%。

总供给环比调减40.9万吨至
5368万吨，环比减幅0.76%。

出口环比调增24.3万吨至
958.6万吨，环比增幅2.6%。

总消费环比调减2.3万吨至
2649.6万吨，环比减幅0.09%。

期末库存环比调减62.9万吨
至1759.3万吨，环比减幅3.45%。

库销比环比减2.05个百分点
至48.82，环比减幅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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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种植

收割进度为68%，去年同期为58%
，五年均值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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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22日，郑交所一号棉
花仓单数量为14826张，较前一周增
加1977张。预报仓单为5461张，较
前一周增加1465涨，总仓单数为
20287张，较前一周增加3442张。

NYBOT2号棉花库存较上周增加

14197包，库存量现为68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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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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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6手，相比前一周减少1166手净
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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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郑棉2001合约结算价12730元
/吨，较前一周跌295元/吨，跌幅为
2.26%。

美棉 ICE 2003合约结算价为66.69
美分/磅，较前一交周跌1.84美分/磅，
跌幅为2.76%。

国际市场：上周FC Index M1%配额港
口提货价较上周跌311元至12896元/吨，
下跌幅度为2.35%。FC Index M滑准税港
口提货价较上周下跌190元至14266元/吨
，下跌幅度为1.31%。

国内市场：上周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328跌27元至13050元/吨，跌幅为0.21%。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2019年10月，我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228.68亿美
元，环比下降6.74%，同比下降
1.67%。其中，纺织品（包括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
为101.551亿美元，同比增长
4.23%；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
附件）出口额为127.129亿美元
，同比下降5.92%。

2019年1-10月，我国纺织品
服装累计出口额为2248.15亿美
元，同比下降2.64%，其中纺织
品累计出口额为993.103亿美元
，同比增长0.33%；服装累计出
口额为1255.047亿美元，同比下
降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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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出口情况 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 2019年11
月8-14日，2019/20年度美国陆地棉净
签约量为5.16万吨，较前周减少34%，
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20%，新增签约主
要来自越南（2.17万吨）、巴基斯坦（
9094吨）、孟加拉国（7076吨）、土
耳其（6395吨）和日本（3243吨）。
中国取消5488吨。

美国2020/21年度陆地棉净出口签
约量为1.32万吨，买主是中国（8981吨
）、危地马拉（3583吨）和印度（408
吨）。

美国2019/20年度陆地棉装运量为
3.13万吨，较前周增长9%，和前四周
平均值持平，主要运往巴基斯坦（
6532吨）、越南（6196吨）、中国（
4990吨）、墨西哥（4173吨）和孟加
拉国（2177吨）。

2019/20年度美国皮马棉净签约量
为1610吨，较前周减少41%，较前四周
平均值减少60%，新增签约主要来自越
南（499吨）、萨尔瓦多（249吨）、
孟加拉国（204吨）、秘鲁（181吨）
和巴基斯坦（136吨）。

美国2019/20年度皮马棉装运量为
1338吨，较前周增长87%，较前四周平
均值减少13%，主要运往印度（658吨
）、中国（204吨）、萨尔瓦多（204
吨）、秘鲁（68吨）和孟加拉国（68
吨）。

中国棉花月度进口

2019年9月我国进口棉花8万吨，环比
降11%，同比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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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棉花商业库存为309.36万
吨，较上月增加89.01万吨，较去年
同期增加11.96万吨。

USDA预测中国棉花年度期末
库存为32.75百万包，环比9月调减
1.5%。

10月棉花工业库存为70.96万吨
，环比增加1%，同比下降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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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全国棉花周
转库存总量约246.99万吨，较上月
增加75.6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20.89万吨。

中国棉花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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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全球产销存预测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19年11月25日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19年11月25日

截至本周四，进口针叶浆
周均价4544元/吨，环比下降
0.54%，同比下降30.34%；

进口阔叶浆周均价3792元/
吨，环比下降0.09%，同比下降
34.21%；

进口本色浆周均价4349元/
吨，环比下降0.06%，同比下降
36.57%；

进口化机浆周均价3829元/
吨，环比上升0.94%，同比下降
20.74%。

纸浆：
文化用纸市场行业旺季接近尾声，白卡纸厂家再发涨
价函，对市场信心提振有限。预计浆价震荡运行。

分 析 师：
执业编号：
电    话：
邮    箱：

先锋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观点：供给方面，市场供应量稳定。需求方面，下游需求未见明显
增量。文化用纸市场行业旺季接近尾声，白卡纸厂家再发涨价函，对市
场信心提振有限。库存方面，常熟港库存下降明显，青岛港库存仍处高
位。预计浆价震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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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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2001合约价格由上周五4524元/吨下跌至4500元/吨。SP2001合
约和山东地区智利银星浆现货的价差由上周的-24元/吨缩小至目前的-100
元/吨。针叶浆价格与阔叶浆价格价差缩小至650元。
基本面方面
• 上游方面

新一轮依利姆俄浆外盘报平，其他品牌暂未有新外盘公布。美国、加
拿大针叶浆到中国发运量环比窄幅波动。

10月下旬，国内青岛、常熟、保定纸浆库存合计196万吨，较9月下旬
增加2.8%，较去年10月下旬增加39%。常熟港库存下降明显，青岛港库
存仍处高位。

• 下游动态
包装用纸市场，本周纸厂通知下周将继续上调白卡纸价格200元/吨。

截止到本周四，250-400g白卡纸含税均价5510元/吨，环比持平，同比上
涨1.37%。本周随着纸厂相继发函通知将继续上调白卡纸价格200元/吨后
，经销商报价积极性回落，谨慎观望。

本周国内牛皮纸市场盘稳运行。80g精制牛皮纸含税现货现金市场价
多在5800-6600元/吨，与上周持平；再生牛皮纸70g含税现货现金市场价
报4700-5200元/吨，与上周持平。因规模纸企新投产基地开工充分，对
市场有一定的冲击力，贸易商持稳观望。

文化用纸市场，本周铜版纸均价为6075元/吨，环比持平，较去年同
期下降3.95%。本周铜版纸市场行情平稳为主，交投平平。纸厂价格维持
稳定，订单相对平稳，库存压力不大，晨鸣、华泰、APP规模纸企陆续发
布涨价函，计划月底或下月上调铜版纸价格100元/吨。下游经销商多反映
需求有限，订单一般，价格较上周持平，变化不大，然心态有转弱迹象，
多延续谨慎心态。

本周双胶纸均价为6275元/吨，环比持平，较去年同期下降3.48%。
本周双胶纸市场大致维持稳定。纸厂价格波动不大，出版订单呈减少趋势
，库存压力不大。中小纸厂销售基本稳定，观望市场为主，价格盘整。下
游经销商订单一般，听闻成交价格有阴跌现象存在，对后市多观望，市场
交投平平。

生活用纸市场，本周生活用纸市场价格弱稳。纸市供应充足，下游加
工厂观望心态浓郁，采购积极性不高。规模纸企下调对外报盘，但成交改
善有限，多数纸企库存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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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和套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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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方面

海运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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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PPI

纸浆价格指数

截至 11 月 21 日，中国进口
木浆价格指数为920.70 点，较
上周下降 3.85 点，较去年同期
下降 31.18%。

10月造纸及纸制品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
同比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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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浆出运

全球生产商木浆库存天数

9月全球木浆出运量环
增3.9%，同比增3%。

9月全球针叶浆出运量
环比降7.15%，同比增7%。

9月全球阔叶浆出运量环
比增15%，同比降0.3%。

9月全球生产商木浆库存天
数环比减少4天，同比增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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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木浆库存

9月全球针叶浆生产商
库存天数环比减少2天，同
比增2天。

9月全球阔叶浆生产商
库存天数环比减少10天，
同比增11天。

10月欧洲漂针浆库存
量21.61万吨，环比上升
3.29%，同比上升7.8%。

10月欧洲漂针浆库存
天数18天，环比上升1天，
同比上升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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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木浆进口

2019年10月，我国共进
口纸浆262.6万吨，环比增
21%，同比增24%。

2019年9月，我国共进口
漂针浆79.74万吨，环比减少
5%，同比上升17%。

2019年9月，我国共进口
漂阔浆77.58万吨，环比降
27%，同比降23%。

2019年9月，我国共进口
废纸82万吨，环比降9%，同
比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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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木浆港口库存

10月下旬，国内青
岛、常熟、保定纸浆库存
合计196万吨，较9月下
旬增加2.8%，较去年10
月下旬增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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