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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截止本周五，沿海豆粕价格

2620-2800元/吨一线，较上周跌60-
120元/吨，

其中，天津2800，山东2690-
2720，江苏2640-2700，东莞2620-
2660，广西地区2630-2650。

受以下利空因素打压，本周豆粕
现货大幅回落：

1.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应美方邀
请将于1月13日-15日访问华盛顿，与
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2.近几周大豆压榨保持200万吨/
周的超高水平，豆粕库存量回升；

3.水产需求进入淡季，及春节前
生猪集中出栏，节后养殖业将进入淡
季，饲企对后市信心不足，节前备货
量不大；

4.油脂行情整体整体强势格局未
改，资金持续买油卖粕套利。

2008年12月5日-2020年1月10日国内豆粕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1-2020年国内豆粕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豆粕
全球大豆产量及期末库存略有调高，本次USDA报
告略偏空。国内饲料企业节前备货量不大，豆粕
现货成交不佳。预计豆粕价格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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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1月3日-1月10日），本周大
豆开机率继续维持在高位，全国各地油
厂大豆压榨总量2040100吨（出粕
1611679吨，出油387619吨），较上周
2000500增39600吨，增幅1.97%，当周
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
58.22%，较上周56.78%增1.44个百分点
。下周（第3周）油厂压榨量预计在192
万吨左右，下下周因临近年关，油厂放
假，大豆开机率大幅下降，（第4周）
压榨量将下降至92万吨左右。

2019/2020大豆压榨年度（始于
2019年10月1日），全国大豆压榨量为
24,931,100吨，较去年同期的25,525,885
吨下降594,785吨，降幅为2.49%。自然
年度：2020年1月1日迄今，全国大豆压
榨量总计为2,897,457吨，较2019年度同
期的2,374,485吨增522,972吨，增幅为
22.02%。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2020年1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
豆预报到港112船727.2万吨，2月份初
步预估500万吨，3月份初步预估510
万吨，较上周预估持平，4月初步预
估730万吨。2-4月份还较远，变数还
较大。

海关总署12月8日公布，中国
11月份大豆进口828万吨，较上月
618.14万吨增加209.86万吨，增幅
33.9%；较去年同期538.33万吨增
加289.67万吨，增幅53.8%；

1-11月大豆进口7897.22万吨
，较去年同期8231.23万吨减少
334.01万吨，减幅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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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油厂大豆压榨量回升至200万吨的
高位，令本周油厂进口大豆库存有所下
降，但大豆到港量也庞大，抑制大豆库
存降幅，截止2020年第1周（截止1月3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进口
大豆总库存量405.04万吨，较上周的
406.92万吨减少1.88万吨，降幅0.46%，
较去年同期590.7万吨减少31.43%。下周
油厂压榨量仍在200万吨以上的超高水
平，预计下周大豆库存或仍有所下降。

大豆、豆粕库存

 本周油厂大豆压榨量继续超高，
导致本周豆粕库存继续回升，截止1月3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
库存量58.94万吨，较上周的52.03万吨
增加6.91万吨，增幅在13.28%，较去年
同期123.13万吨减少52.13%。预计下周
豆粕库存或仍有所回升。

需求面：豆粕现货成交量

近两月进口大豆到港量较大令压榨
保持超高水平，而水产需求进入淡季，
及随着春节临近，生猪集中出栏，节后
养殖业将进入淡季，豆粕需求也将出现
季节性下降，下游观望居多，采购积极
性不高，令本周成交量低于上周。截止
1月10日当周，豆粕总成交量64.34万吨
，较上周同期67.57万吨，周比降4.78%
，较去年同期80.36万减少19.93%。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20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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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仅有云南地区目前没
有解除封锁，其余29个省份疫区均已解
除封锁。

政府不断投放储备肉等方式强势打
压猪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豆粕需求。
且因春节临近，出栏和屠宰量增加，截
止12月末，据本网纳入调查的615家养
殖企业生猪存栏为11384660头，较2019
年11月末（615家）的11694692头减少
了310032头，降幅为2.65%。随着春节
前生猪集中出栏，节后养殖业将面临一
段时间淡季，饲企对后市信心不足，节
前备货量不大，节后豆粕需求也将出现
季节性下降。

但生猪养殖暴利，本周全国生猪头
均利润从上周的1436.95元/头增加至
1479.26元/头，增加了42.31元/头，周增
幅为2.90%；较去年同期44.63元/头的盈
利水平增加1434.63元/头，增幅为
3214.50%，大企业复养增多，母猪存栏
恢复较快，农业部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2.2%，连续3个
月环比增长，比9月份增7%，我们的调
查显示母猪存栏环比增加7.5%，猪料需
求在恢复，按目前复养进度，预计明年
5月之后生猪存栏会有较明显回升。且
禽料需求增长，12月禽肉产量增幅15%
以上，增产约300万吨，为历年少有。
鸡蛋产量增长5.7%，有利于后期粕类需
求恢复。

需求面：养殖业情况

 美豆价格下跌，令本周大豆进口
成本继续减少，截止本周五，巴西大
豆1月完税价3363元/吨，较上周3309跌
46元/吨。但连粕期价大幅回落，令本
周大豆盘面毛利有所减少，截止本周
五，巴西大豆1月船期盘面榨利盈利
231元/吨，上周同期盈利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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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船期盘面榨利亏损821
元/吨，上周同期亏损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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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有一定利润，截止本周五，取消加
征关税后的美湾大豆1月船期盘面毛榨
利将转为盈利118元/吨，上周同期盈利
133元/吨；美西大豆2020年1月船期盘
面毛榨利将转为盈利199元/吨，上周同
期盈利211元/吨。

南美大豆进口成本及压榨利润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20年01月13日

三、后市展望

美豆方面：美国农业部于周五中午（美国东部时间）发布1月份供需
报告。报告显示美豆产量35.58亿蒲（预期35.19、上月35.50、上年44.28）
；单产47.4蒲（预期46.6、上月46.9、上年50.6）；收获面积7500万英亩（
预期7560、上月7560、上年8760）；期末库存4.75亿蒲（预期4.32、上月
4.75、上年9.09）。虽然报告中，美豆收割面积略有下调，但单产意外上
调导致美豆产量预估最终有所调高，这也掩盖了期初库存调低的利好影响
，同时结转库存预估亦在压榨及出口均维持不变情况下稍高于此前市场预
期，本次报告对大豆影响略偏空。

且南美有利的天气状况亦提振南美大豆产量前景，Agroconsult将巴西
大豆产量预测数据上调30万吨至创纪录的1.243亿吨，巴西大豆预期丰产
，亦制约美豆价格。不过，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应美方邀请将于1月13日-
15日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贸易关系向好，这
也支撑美豆价格。多空并存，短线美豆或维持震荡运行。

豆粕方面：上周豆粕市场出现的备货反弹行情昙花一现，仅仅持续一
周，本周滞涨回落。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良好，美豆进口量可能大幅提升，
且油厂压榨利润可观，中国积极采购南美大豆，本周截止周四中国已经采
购了10-12船巴西大豆，因榨利较好，油厂大豆压榨量维持超高位，而随
着春节前生猪集中出栏，节后养殖业将面临一段时间淡季，饲企年前备货
量不大，豆粕整体成交不佳，利空粕类市场。此外，近期油脂整体强势格
局或将延续，资金积极买油卖粕套利，预计在生猪养殖业明显复苏或油脂
价格明显下跌之前，豆粕价格整体偏弱走势暂难扭转。中方应美方邀请将
于1月13日-15日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届时可能有
更多购买美国农产品细节流出，如果DDGS进口大幅放开会对粕类市场有
较大的冲击，需密切关注。

全球大豆产量及期末库存略有调高，本次USDA报告略偏空。
国内饲料企业节前备货量不大，豆粕现货成交不佳。预计豆粕价
格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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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菜籽收购方面

本周菜籽价格较上周稳中波动，
其中安徽新菜籽价格在2.55-2.6元/斤
，较上周涨0.03元/斤，湖北新菜籽
价格在2.55-2.6元/斤，较上周持稳。
四川地区收购价在2.61-2.75元/斤，
较上周跌0.02元/斤，江苏地区净货
收购价在2.48-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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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产菜籽收购价格下跌
空间不大，后市或仍震荡偏强运行。

菜粕
DDGS进口可能放开，冲击菜粕市场。水产也处
于淡季，饲企备货谨慎。但中加关系未有缓和，
菜籽供应趋紧。预计菜粕价格偏弱震荡。

2010年5月4日至2020年1月10日国内菜籽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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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菜粕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菜粕价格相比上周滞
涨回落，截至本周五，国产菜粕报
价在1730-2300元/吨，较上周稳中涨
30元/吨，沿海进口菜籽压榨的菜粕
价格在2200-2340元/吨，较上周跌
40-50元/吨。

2010年5月至2020年1月10日国内菜粕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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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回
落，导致本周（截止1月10日当
周）两广及福建地区菜粕库存下
降至16500吨，较上周23500吨减
少7000吨，降幅29.79%，较去年
同期各油厂的菜粕库存19000吨
降幅13.16%。

需求面：菜粕现货成交量

本周（2020年第2周，1月4日-1月
10日）沿海油厂开机率大幅回落，全
国纳入调查的101家油厂菜籽压榨量下
降至14000吨（进口菜籽压榨14000吨
，国产菜籽压榨量0吨），较上周
31000吨减少17000吨，降幅54.84%，
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2.79%，上周开机率在6.19%。

本周菜粕价格滞涨回落，买家入市
积极性下降，南方水产需求进入淡季，
本周成交量在2900吨，上周成交量在
6500吨，减少3600吨，降幅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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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因巴西大豆榨利良好，中国积极采购，本周中国已经采购了10-12船
巴西大豆，且近两月进口大豆到港量较大及压榨利润较好，近几周大豆
压榨保持200万吨的超高水平。而水产需求进入淡季，及随着春节前生猪
集中出栏，节后粕类需求也将出现季节性下降，且因对节后走势缺乏信
心，中下游节前备货也比较谨慎，导致豆粕库存再度回升，加上中美下
周将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DDGS进口可能放开，这对菜粕市场冲击会
很大，此外资金持续买油卖粕套利，均抑制国内粕类价格。不过，中加
关系暂未有缓和的迹象，工厂普遍缺籽压榨，又限制了菜粕短线跌幅。

DDGS进口可能放开，冲击菜粕市场。水产也处于淡季，饲企
备货谨慎。但中加关系未有缓和，菜籽供应趋紧。预计菜粕价格
偏弱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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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截止本周五，国内沿海一级豆
油现货主流价格在7230-7470元/吨（
天津贸易商7230-7240，日照贸易商
7280，张家港贸易商7450，广州贸
易商7440-7470）大多较上周涨150-
270元/吨。

本周国内豆油行情延续涨势，
为连续第五周上涨，推动行情持续
上涨的原因有：

1.因伊朗多枚火箭弹袭击美军空
军基地，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引发
原油一度大涨近3%。

2印尼的暴雨和洪水降低棕油产
量预期，且马来计划于2月推行B20
政策，印尼则计划4月份测试B40。

3.市场仍比较认可低位的远月基
差，本周豆油成交量大幅增至
184000周比大增162%。

4.油厂还有150万吨的豆油合同
待执行，不少工厂排队提货现象持
续。

在上述利多因素提振下，资金
炒作积极性仍较高，共同推动油脂
行情继续攀升。

2008年12月-20120年1月10日国内一级及三级豆油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2-2020年国内豆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豆油
国内不少地区豆油现货供应偏紧，叠加棕油减产
及生柴炒作，预计豆油价格仍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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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本周（1月3日-1月10日），本周
大豆开机率继续维持在高位，全国各
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2040100吨（出粕
1611679吨，出油387619吨），较上周
2000500增39600吨，增幅1.97%，当周
大豆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
58.22%，较上周56.78%增1.44个百分
点。下周（第3周）油厂压榨量预计在
192万吨左右，下下周因临近年关，油
厂放假，大豆开机率大幅下降，（第4
周）压榨量将下降至92万吨左右。

2019/2020大豆压榨年度（始于
2019年10月1日），全国大豆压榨量为
24,931,100吨，较去年同期的
25,525,885吨下降594,785吨，降幅为
2.49%。自然年度：2020年1月1日迄今
，全国大豆压榨量总计为2,897,457吨
，较2019年度同期的2,374,485吨增
522,972吨，增幅为22.02%。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2020年1月份国内各港口进
口大豆预报到港112船727.2万吨
，2月份初步预估500万吨，3月
份初步预估510万吨，较上周预
估持平，4月初步预估730万吨。
2-4月份还较远，变数还较大

海关总署12月8日公布，中国
11月份大豆进口828万吨，较上月
618.14万吨增加209.86万吨，增幅
33.9%；较去年同期538.33万吨增
加289.67万吨，增幅53.8%；

1-11月大豆进口7897.22万吨
，较去年同期8231.23万吨减少
334.01万吨，减幅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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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豆油库存量

 随着油厂开机率不断提升，豆
油产出量进一步增加，豆油库存继
续回升，截至1月3日，国内豆油商
业库存总量92.45万吨，较上周的
91.673万吨增0.777万吨，增幅为
0.85%，较上个月同期105.2万吨降
12.75万吨，降幅为12.12%，较去年
同期的158.7万吨降66.25万吨降幅
41.75%，五年同期均值118.98万吨。

需求面：豆油成交量

市场看涨情绪浓郁，因此买货积
极性也较高，本周豆油市场低位基差
成交良好，整体成交量较上周翻番有
余。本周全国主要工厂的豆油成交量
为184000吨，较上周的70235增
113765吨，增幅为161.98%。

油厂大豆压榨量回升至200万吨
的高位，令本周油厂进口大豆库存有
所下降，但大豆到港量也庞大，抑制
大豆库存降幅，截止2020年第1周（
截止1月3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
区油厂进口大豆总库存量405.04万吨
，较上周的406.92万吨减少1.88万吨
，降幅0.46%，较去年同期590.7万吨
减少31.43%。下周油厂压榨量仍在
200万吨以上的超高水平，预计下周
大豆库存或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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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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万吨，较上
月同期的69.45万吨增9.09万吨，
增幅13.1%,较去年同期50.86增
27.68万吨，增幅54.4%，往年库存
情况：2018年同期63.62万，2017
年同期41.87万，2016年同期81.73
万。5年平均库存为63.32万吨。国
内主要港口工棕库存13.09万吨。

替代品种棕榈油供需情况

三、后市展望

尽管近两月进口大豆到港量较大及压榨利润较好，大豆周度压榨量
保持在超高水平，豆油及棕油库存持续回升，及节前备货近尾声，但是
，非洲猪瘟导致今年生猪存栏、出栏量双双大幅下降达4成，这导致猪油
产量及消费量明显低于往年，往年南方区域省份吃猪油的省份更多，随
着动物油供需双降有利于植物油需求增加。目前国内不少地区豆油现货
供应偏紧，沿江地区缺货停报现象较多，华南部分地区工厂缺货迹象亦
有显现，广州当地及其周边工厂开始出现限量提货，福建甚至已经无货
可提，豆油市场“北油南调”的现象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2
月末棕榈油库存降至201万吨，创下27个月低位，较上月下滑11%，相比
之下，此前分析师预估库存将下滑8.5%至206万吨。MPOB报告棕油产量
及库存降幅超过预期，加上船运调查机构ITS当天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月
1-10日棕榈油出口较上月同期增加29.8%至468,871吨。产地去库存节奏较
快，资金积极做多提振棕油持续大涨也给豆油带来外溢效应。

总体来看，资金炒作产地减产及去库存意愿较强，叠加国内不少地
区豆油现货供应偏紧，油厂还有150万吨的豆油合同待执行，不少工厂排
队提货现象持续，多重利好助力下预计近期油脂整体强势格局或将延续
，期间即使出现调整，空间也不大。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应美方邀请将于1月13日-15日访问华盛顿，与
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届时可能有更多购买美国农产品细节流出
，有可能引发市场波动，需密切关注最新进展。

国内不少地区豆油现货供应偏紧，叠加棕油减产炒作，预
计豆油价格仍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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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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稳定，个别上涨。截至本周五
，长江中下游地区国产四级菜油出
厂报价在7800-9000元/吨，相比上周
稳中涨100元/吨，沿海油厂进口四
级菜油报价报7980-8300元/吨，较上
周涨50-80元/吨；内陆区域进口四级
菜油价格在8270-8520元/吨，较上周
涨50-70元/吨。

2009年4月11日至2020年1月10日国内菜油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1-2020年国内菜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菜油
菜籽供应趋紧，油厂开机率处较低水平，棕油
减产炒作热度不减。预计菜油短线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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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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回落，
导致本周（截止1月10日当周），两
广及福建地区菜油库存下降至66200
吨，较上周69300吨减少3100吨，降
幅4.47%，但较去年同期109000吨，
降幅39.27%。

需求面：菜油现货成交量

 本周（2020年第2周，1月4日-1月
10日）沿海油厂开机率大幅回落，全
国纳入调查的101家油厂菜籽压榨量下
降至14000吨（进口菜籽压榨14000吨
，国产菜籽压榨量0吨），较上周
31000吨减少17000吨，降幅54.84%，
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2.79%，上周开机率在6.19%。

本周菜油现货价格继续上涨，吸引
部分买家逢低补库，其中远月基差放量
成交，本周菜油成交25200吨，上周菜
油成交9000吨，增加16200吨，增幅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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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菜籽供应主要仍受到中加关系制约而趋紧，油厂开机率低，菜油库存处
低位，且马来西亚棕榈油局报告显示12月棕油产量和库存均低于预期，加上
马来计划于2月推行B20政策，印尼则计划4月份测试B40，棕榈油继续领涨国
内油脂市场，及资金买油卖粕套利活跃，提振菜油现货行情继续走高，短线
整体走势仍将处于强势格局。但节前备货也已临近收尾，预计高位成交难再
放量。

菜籽供应趋紧，菜籽油厂开机率处较低水平，棕油减产炒
作热度不减。节前包装油备货进入尾声。预计菜油短线偏强震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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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棕榈油价格连涨第12周
，截止本周五 ，主流港口24度棕榈油
价格在6770-6850元/吨一线，大多较
上周五涨160-210元/吨，（天津贸易
商6840-6850涨180，日照6840涨160
，张家港贸易商6770涨170，广州贸
易商6770-6780涨210，厦门6930涨
150）。

 推动棕榈油行情持续上涨的原因
有：

1.马来西亚棕榈油局报告显示12
月棕油产量和库存均低于预期，加上
马来计划于2月推行B20政策，印尼则
计划4月份测试B40，共同提振本周国
内外棕榈油期货盘继续走高。

2.油厂还有150万吨的豆油合同
待执行，不少工厂排队提货现象持续
，继续提振油脂市场。3.节前备货还
在进行，豆油库存已降至90万吨。

3.市场看涨氛围仍较浓，资金积
极买油卖粕套利，大大拉动棕榈油价
格继续彪升。

2008年12月8日-2020年1月10日国内棕榈油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2-2020年国内棕榈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棕榈油
减产消息继续发酵提振市场情绪。另一方面
两大主产国积极推动2020年生物柴油计划。
预计短期棕油价格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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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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4万吨，较上月同
期的69.45万吨增9.09万吨，增幅
13.1%,较去年同期50.86增27.68万吨
，增幅54.4%，往年库存情况：2018
年同期63.62万，2017年同期41.87万
，2016年同期81.73万。5年平均库存
为63.32万吨。国内主要港口工棕库
存13.09万吨。

1月进口量预计37万吨（其中24度25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估
值持平，2月进口量预计35万吨（其中24度20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
预估值持平。

需求面：棕榈油成交量

本周豆棕油价差变化不大，截止
本周五，豆棕价差在525元/吨，较上
周525持平，但随着气温不断降低，
不利于棕榈油替代消费的增加，尤其
冬季低温天气下棕榈油勾兑量将大幅
萎缩，本周棕榈油总体成交转淡，本
周总成交量15100吨，较上周21950吨
降6850吨，降幅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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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棕榈油供需面分析

进口利润

截止1月10日，中国进口印
度尼西亚棕榈油2月完税价6820
元/吨，当天连棕油P2005合约收
于6470元/吨，利润为负350元/吨
，作为对比，上周五2月完税价
6897元/吨，当天连棕油P2005合
约收于6314元/吨，利润为负583
元/吨。

三、后市预测

减产消息继续发酵提振市场情绪，而2020年第一季度棕榈油的单产水平
也会下滑，因两大主产国今年年初降水不足，加之化肥使用量减少，另一方
面两大主产国积极推动2020年生物柴油计划，国内消费预期上升，尤其印尼
贸易部宣布该国将于2020年1月起开始征收50美元/吨棕榈油的出口关税，这也
为棕油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本周后半周连棕油主力持仓大幅增加23万手，
连棕油主力5月合约持仓目前已超过160万手，资金炒作热度提升推动本周五
连棕油领衔油脂再度刷新年内新高，盘中一度触及涨停。

另外，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后市场预计明年中国将大规模采
购美国大豆，这令美豆回升至940美分附近运行，令近期国内大豆的进口成本
增加，大豆盘面榨利转为亏损，这令油厂提价减亏意愿增强。随着食用油春
节前备货还在持续，部分业内反映小包装出货速度良好，目前西南等地不少
地区散油供应较为紧缺，预计短期豆油去库存进程仍将继续。

正是上述利多因素提振本周国内外棕榈油进一步冲高，港口均价突破
6500元大关。但本月进口大豆到港量较大，港口大豆库存也在回升，本周大
豆压榨量进一步增至199.88万吨高位，且由于气温下降，棕榈油的整体消费受
到抑制，棕榈油库存继续上升至72万吨周比增1.7%。与此同时，目前油脂大
幅拉升之后，买家追高比较谨慎，加上节前备货近尾声，现货市场成交并不
好。但总体而言，目前油脂市场仍由利多主导，交易商对后市仍普遍看涨，
资金买油卖粕套利也仍较为积极，预计油脂行情整体还将处于强势格局。接
下来要看节前备货结束后需求转弱和进口成本输入性上涨之间的博弈情况，
这将决定涨势还能持续多久，注意关注后期需求能否跟进。鉴于节前备货进
入尾声，也需防范需求减弱后阶段性震荡风险。

减产消息继续发酵提振市场情绪。另一方面两大主产国积
极推动2020年生物柴油计划。预计短期棕油价格偏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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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一周评论：

宏观：美伊冲突有所降温，市场避
险情绪消退。美国12月非农就业人数报
14.5万，预期值16万和前值26.6万。国
内去年1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4.5%，PPI降幅收窄。

供给端：全球产量环比调减13.7万
吨至2623万吨，环比减幅0.52%。国内
产量584.3万吨，同比下降4.3%。

需求端：美棉净销售比前一周下降
，偏空。国内销售进度同比提高14.6个
百分点，偏多。

库存：
1月全球期末库存环比调减16万吨

至1732.9万吨，环比减幅0.91%，同比
持平。

11月底全国棉花周转库存总量约
370万吨，较上月增加123万吨，较去年
同期增加17万吨，同比增幅收窄。

11月棉花商业库存为450万吨，较
上月增加12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23
万吨，同比增幅收窄。

11月棉花工业库存为72.32万吨，
环比增加2%，同比下降16.5%。

USDA报告调减全球棉花产量及期
末库存，利好棉花市场。等待中美协议
具体条款指引。

                                                                 
投资策略：

多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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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报告调减全球棉花产量及库存 ，偏多： 2019/20年度全球棉花产量、
贸易量和期末库存调减。全球棉花产量调减13.7万吨，美国、土耳其、澳大利亚
、马里和巴基斯坦的产量均调减。全球棉花消费量基本没有变化。全球期末库存
环比减少16万吨，同比基本持平。

2. 2019年度新疆棉轮入第七周（1月13-17日）竞买最高限价为14107元/吨，
较上周上涨238元/吨。

3.全国棉花交售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截至 2020年1月10日，全国新棉采摘基
本结束；全国交售率为98.4%，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4.3个
百分点，其中新疆交售率为100.0%。按照国内棉花预计产量584.3万吨（国家棉花
市场监测系统2019年11月份预测）测算，截至1月10日，全国累计交售籽棉折皮
棉575.0万吨，同比减少5.8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45.6万吨，其中新疆交售籽
棉折皮棉 497.4 万吨。

4.全国棉花加工进度同比稍有提高，销售进度同比提高，偏多：全国加工率
为97.1%，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新疆加
工97.9%。累计加工皮棉558.1万吨，同比增加3.8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54.6 
万吨，其中新疆加工皮棉487.1万吨。全国销售率为43.1%，同比提高14.6个百分
点，较过去四年均值降低0.1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销售 41.2%。累计销售皮棉 
247.6万吨，同比增加81.8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28.6万吨，其中新疆销售皮
棉205.0 万吨。

5.美棉净销售周环比减少，装运周环比减少，偏空：美棉出口连续几周保持
活跃后转差，2019/2020年的净销售额为152,000 RB，比前一周下降38％，比前4
周的平均水平下降33％。出口量比前一周下降了6％，但比前4周的平均水平增长
了2％。

6.春节气氛渐浓，偏空：春节气氛渐浓，纺纱、印染等下游企业本周基本已
停止接收新单。

全球棉花收割面积环比调减
37万公顷至3449万公顷，环比减
幅1.06%。

单产环比调增4千克/公顷至
760千克/公顷，环比增幅0.53%。

产量环比调减13.7万吨至
2623万吨，环比减幅0.52%。

期初库存环比调减3.4万吨至
1731万吨，环比减幅0.2%。

进口环比调减12万吨至954万
吨，环比减幅1.24%。

总供给环比调减29万吨至
5309万吨，环比减幅0.54%。

出口环比调减12万吨至954万
吨，环比减幅1.24%。

总消费环比调减1.2万吨至
2621万吨，环比减幅0.04%。

期末库存环比调减16万吨至
1732.9万吨，环比减幅0.91%。

库销比环比减0.27个百分点
至48.51，环比减幅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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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01月10日，郑交所一号棉
花仓单数量为29445张，较前一周增
加1941张。预报仓单为7623张，较
前一周增加436涨，总仓单数为
37068张，较前一周增加2377张。

NYBOT2号棉花库存较上周减少148
包，库存量现为8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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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单。截至 2020年01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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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单
20879手，减少7手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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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郑棉2005合约结算价14300元
/吨，较前一周涨265元/吨，涨幅为
1.89%。

美棉 ICE 2003合约结算价为71.31
美分/磅，较前一交周涨2.11美分/磅，
涨幅为3.05%。

国际市场：上周FC Index M1%配额港
口提货价较上周涨177元至13833元/吨，
上涨幅度为1.3%。FC Index M滑准税港口
提货价较上周上涨109元至14845元/吨，
上涨幅度为0.74%。

国内市场：上周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328涨204元至13823元/吨，涨幅为1.5%。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2019年11月，我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220.69亿美
元，环比下降3.50%，同比下降
4.28%。其中，纺织品（包括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
为99.534亿美元，同比下降
3.49%；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
附件）出口额为121.152亿美元
，同比下降4.91%。

2019年1-11月，我国纺织品
服装累计出口额为2468.823亿美
元，同比下降2.79%，其中纺织
品累计出口额为1092.631亿美元
，同比下降0.03%；服装累计出
口额为1376.192亿美元，同比下
降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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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出口情况 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19/2020
年的净销售额为152,000 RB，比前一周
下降38％，比前4周的平均水平下降33
％。增长主要来自越南（97,600 RB，
包括从香港转换的6,900 RB，从韩国转
换的2,100 RB，从日本转换的300 RB，
以及减少1,500 RB），巴基斯坦（
24,400 RB），土耳其（19,000 RB），
韩国（15,700 RB，包括减少200 RB）和
孟加拉国（12,800 RB，包括减少600 RB
），主要被印度（18,000 RB），香港
（6,900 RB）和尼加拉瓜（3,900 RB）
的减少所抵消。

2020/2021年，土耳其（4,400 RB
）和越南（1,100 RB）的净销售额为
5,500 RB。

211,400 RB的出口量比前一周下降
了6％，但比前4周的平均水平增长了2
％。主要出口到巴基斯坦（58,900 RB
），越南（54,000 RB），中国（34,000 
RB），印度尼西亚（12,600 RB）和土
耳其（11,000 RB）。  

Pima的净销售总额为5,200 RB，比
前一周下降了66％，比前4周的平均值
下降了62％。  增长主要是针对巴基斯
坦（1,700 RB），印度（1,600 RB），
越南（900 RB），希腊（700 RB）和土
耳其（200 RB）。  

5,400 RB的出口量比前一周下降了
13％，比前4周的平均水平下降了37％
。  主要目的地是秘鲁（2,000 RB），
印度（1,800 RB），土耳其（1,300 RB
）和泰国（200 RB）。   

中国棉花月度进口

2019年11月我国进口棉花11万吨，环
比增57%，同比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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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棉花商业库存为449.67万
吨，较上月增加127.24万吨，较去
年同期增加23.37万吨。

USDA预测中国棉花年度期末
库存为32.75百万包，环比12月调
减1.5%。

11月棉花工业库存为72.32万吨
，环比增加2%，同比下降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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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全国棉花周
转库存总量约370.15万吨，较上月
增加123.1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7.0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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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5元/吨，环比上升
0.32%，同比下降18.25%；

进口阔叶浆周均价3741元/
吨，环比上升0.66%，同比下降
28.23%；

进口本色浆周均价4318元/
吨，环比上升0.70%，同比下降
30.55%；

进口化机浆周均价4003元/
吨，环比上升0.20%，同比下降
13.31%。

纸浆：
市场供应稳定，终端需求减弱。港口库存小幅下降，
浆价震荡运行。建议多单止盈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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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货积极性有所下
降，部分纸企执行放假计划。库存方面，12 月下旬国内青岛、常熟、
保定纸浆库存合计158 万吨，较上月下旬下降10%，同比增加8%，库
存量小幅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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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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2005合约价格由上周五4604元/吨上涨至4652元/吨。SP2005合
约和山东地区智利银星浆现货的价差由上周的-184/吨缩小至目前的-202
元/吨。针叶浆价格与阔叶浆价格价差在650至700间波动。
基本面方面
• 上游方面

12月下旬，国内主要地区纸浆库存较上月下旬下降10%。周内港口进
出货速度平稳，累库情况暂不明显，浆市行情得以支撑。

• 下游动态
包装用纸市场，本周白卡纸市场相对稳定，市场交投减少，观望为主

。截止到本周四，250-400g白卡纸含税均价5810元/吨，环比持平，同比
上涨17.26%。本周纸厂报价调整不大，春节前涨价意向降低，库存压力不
大，目前均无停机计划。本周经销商出货转淡，观望为主，部分下游客户
适量增加备货。本周纸杯原纸市场平稳，纸厂生产正常，春节无停机计划
，节前价格稳定，节后存提价100-200元/吨计划。

本周国内牛皮纸市场延续弱稳走势。多数规模纸企持稳报盘，实盘明
稳暗降。华东地区个别规模纸企因前期新基地投产开工充分，目前去库存
情况尚不乐观，针对不同客户仍有优惠促单现象。

文化用纸市场，本周铜版纸均价为6025元/吨，环比持平，较去年同
期上调6.64%。本周铜版纸市场行情整理为主，交投有限。纸厂报价基本
维持稳定，订单一般，库存压力不大。经销商销售平平，多表示下游备货
积极性不高，多延续保守心态，维持中低库存。针对后市，业者多持观望
心态，谨慎为主。

本周双胶纸均价为6217元/吨，环比下调0.20%，同比上调5.37%。
本周双胶纸市场行情窄幅调整。规模纸厂报价维持坚挺，且发布涨价函，
计划月底或下月初上调双胶纸价格100元/吨。中小规模纸厂价格多维持稳
定，零星窄幅下行，订单一般。下游经销商订单有限，销售平平，部分少
量备货，市场交投平平。

生活用纸市场，本周生活用纸市场窄幅整理。上周末木浆市场低位报
盘受个别纸企出货影响窄幅下调，多数纸企稳价观望；本周初开始纸企陆
续公布停机计划，下游加工少量备货，但北方雨雪天气和高速限行影响出
货速度，纸企库存情况不一，个别库存低位纸企低价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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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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9 日，中国进口木
浆价格指数为 919.49 点，较上
周（914.76）上升 4.73 点，较
去年同期下降 22.74%。

11月造纸及纸制品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
同比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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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木浆出运

全球生产商木浆库存天数

11月全球木浆出运量
环比增2.91%，同比增9%。

11月全球针叶浆出运量
环比减5.55%，同比增10%。

11月全球阔叶浆出运量
环比增10%，同比增6%。

11月全球生产商木浆库存天
数环比减少1天，同比增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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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木浆库存

11月全球针叶浆生产
商库存天数环比增加1天，
同比减少1天。

11月全球阔叶浆生产
商库存天数环比减少2天，
同比增4天。

11月欧洲漂针浆库存
量20.20万吨，环比减少
6.59%，同比减少3.4%。

11月欧洲漂针浆库存
天数17天，环比减少1天，
同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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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木浆进口

2019年11月，我国共进
口纸浆258.6万吨，环比减
1.52%，同比增15.65%。

2019年11月，我国共进
口漂针浆82.02万吨，环比减
少4.52%，同比上升22%。

2019年11月，我国共进
口漂阔浆110.62万吨，环比
减少7.78%，同比增8%。

2019年11月，我国共进
口废纸75万吨，环比增1%，
同比降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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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木浆港口库存

12月下旬，国内青
岛、常熟、保定纸浆库存
合计157.6万吨，较11月
下旬减少10%，较去年
10月下旬增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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