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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截止本周五，沿海豆粕价格
2600-2710元/吨一线，较上周跌100-
150元/吨，其中（天津2710-2720，山
东2665-2700，江苏2660-2680，东莞
2600-2630，广西地区2670-2690，福
建2700-2740）。

受以下利空因素打压，本周豆粕
现货价格继续下跌：

1、5-7月份月均到港量接近1000
万吨，庞大的到港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油厂开机率继续大幅提升；

2、豆粕供应渐增，市场供应紧
张局面缓解；

3、疫情在全球蔓延重创餐饮业
，畜禽产品跌势不止，养殖户补栏积
极性受影响，豆粕现货成交清淡；

4、经销商出货锁定利润意愿较
强，跌幅大于油厂，也利空粕价。2008年12月5日-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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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大豆巨量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油厂开机率
将逐步提升，市场豆粕供应将更加充足，而疫情
导致肉类需求受影响较大，国内猪肉、鸡蛋及肉
鸡等价格跌势不止，抑制粕价。中美贸易关系及
大豆产区天气仍需紧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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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2020年第20周（5月9-5月15日），
本周开机率回升，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
榨总量1912200吨（出粕1510638吨，出
油363318吨），较上周1749500增
162700吨，增幅9.29%，当周大豆压榨
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55.07%，较上
周的50.39%增4.68%。未来两周压榨量
将继续回升，下周（第21周）油厂压榨
量预计在201万吨左右，下下周（第22
周）压榨量将回升至205万吨。

2019/2020大豆作物年度迄今（始
于2019年10月1日），全国大豆压榨量
为51,418,814吨，较去年同期的
52,445,285吨降1,026,471吨，降幅为
1.96%。自然年度：2020年1月1日迄今
，全国大豆压榨量总计为29,4435,300吨
，较2019年度同期的29,293,885吨增
141,415吨，增幅为0.05%。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2020年5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
豆预报到港151船986.5万吨。因巴西
大豆榨利持续处于十分丰厚态势，中
国油厂采购和装运巴西大豆数量庞大
，巴西大豆3月、4月份巴西大豆对华
装运量均维持在1000万吨附近，根据
船期计划，初步预估中国6月份大豆
到港量1000万吨，较上周预估持平，
7月份到港量初步预估990万吨，较上
周预估提高30万吨，8月初步预估920
万吨，较上周预估增70万吨，9月初
步预估750万吨。按上述到港预估量
，预计2019/2020年度（2019年10月
至2020年9月）中国进口大豆量将达
到9433.65万吨，较上年度我们调查的
进口量8279.49增长1154.16万吨，增
幅13.94%。

海关总署5月7日公布，中国4月
份大豆进口671.6万吨，较上月
427.78万吨增加243.82万吨，增幅
57%；较去年同期764.01万吨减少
92.41万吨，降幅12.10%，2020年1-4
月大豆进口2450.81万吨，较去年同
期2438.84万吨增加11.97万吨，增幅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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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5月大豆到港量庞大，到港大豆卸
货入厂增加，导致上周沿海油厂大豆
库存继续增加，截止2020年第19周（
截止5月8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
区油厂进口大豆总库存量317.86万吨，
较前一周的303.3万吨增加14.56万吨，
增幅4.80%，较去年同期470.2万吨减少
32.39%。5-7月大豆到港量庞大，预计
后期大豆库存将逐步增加。

大豆、豆粕库存

上周豆粕库存继续增加，且回升
速度加快，截止5月8日当周，国内沿
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30.58万
吨，较前一周的17.96万吨增加12.62万
吨，增幅在70.27%，较去年同期59.07
万吨减少48.23%。本周压榨量将继续
回升至接近191万吨的超高水平，预计
豆粕库存或继续增加，供应紧张局面
基本缓解。

需求面：豆粕现货成交量

油厂开机率逐步提升，豆粕库存
连续回升，而生猪及肉鸡价格持续下
跌，养殖户补栏积极性较差，影响市
场信心，本周豆粕成交依旧清淡。但
由于上周适逢五一假期工作日仅3天，
以及部分低价远期基差吸引成交，导
致本周豆粕总体成交高于上周，但实
际日均成交量依旧低迷，截止5月15日
当周，豆粕总成交量31.224万吨，较
上周11.943万吨周比增161.44%，较去
年同期149.539万吨减少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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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受全国新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导致
市场消费需求比较低迷，再加上冻肉接
连投放，市场恐慌性抛售，阶段性出栏
较为集中，在本身需求面支撑不足的基
础上加剧了猪市供大于求局面，其中东
北产区受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封城，走货
不畅猪价领跌，本周全国生猪价格大幅
下跌，均价跌破27元/公斤。截止本周五
，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指数为26.49元/公斤
，较上周五的30.64元/公斤下跌了4.15元/
公斤，跌幅为13.50%；较去年同期的
15.19元/公斤上涨11.30元/公斤，涨幅为
74.40%。

而5-6月份为养殖户肉鸡苗补栏淡季
，且从需求端来看，今年受疫情影响，
餐饮市场需求明显弱于往年，短期鸡蛋
市场“供大于求”，令鸡蛋价格在低位
震荡。截止本周五，全国各产区鸡蛋价
格在2.20-2.80元/斤，较上周五（5月8日
）小幅波动0.03-0.15元/斤；主销区鸡蛋
价格在2.55-2.73元/斤，较上周五（5月8
日）波动0.05-0.17元/斤。市场肉禽需求
不佳，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不高，影响豆
粕需求。不过，随着气温升高，北方和
南方水产养殖也逐步恢复，或给豆粕下
游消耗带来些许提振。

需求面：养殖业情况

 本周美豆价格回落，导致本周大豆
进口完税价有所下降，截止本周五，美
湾大豆5月完税价2966元/吨，较上周同
期3017跌51元/吨；巴西大豆5月完税价
2893元/吨，较上周同期2916跌23元/吨
。目前巴西大豆榨利整体依旧处于较高
水平，截止本周五，美湾大豆5月船期
盘面榨利盈利198元/吨，上周同期盈利
181元/吨；巴西大豆5月船期盘面榨利
盈利325元/吨，上周同期盈利336元/吨
。有消息称本周中国买家又采购了大量
巴西新作大豆。

    但未取消30.5%高进口关税的豆压
榨仍处于深度亏损状态，截止本周五，
美湾大豆5月船期盘面榨利亏损572元/
吨，上周同期亏损604元/吨；美西大豆
7月船期盘面榨利亏损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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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西部地区天气条件良好，提振大豆丰产的预期，私营分析
机构IEG Vantage预计今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为8590万英亩，高于USDA预测的8350
万英亩，供应前景利空，打压美豆价格。不过，USDA称美国私人出口商向中国销
售了19.8万吨大豆，还向中国销售了2万吨豆油，这也是近两年中国首次购进美豆
油，制约美豆下跌空间。白宫顾问Larry Kudlow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仍在继续实
施。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中粮集团称，中国
将会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履行中美两国1月中旬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多空
并存，预计短线美豆或仍以震荡运行为主，波动区间预计在820-880美分区域。

豆粕方面：5-7月份我国进口大豆月均到港量接近1000万吨，进口大豆巨量到
港的序幕已经拉开，油厂开机率将逐步提升，未来两周压榨量或增至200万吨以上
高位，市场豆粕供应将更加充足，而疫情导致肉类需求受影响较大，国内猪肉、
鸡蛋及肉鸡等价格跌势不止，下游养殖需求不佳，采购仍显谨慎，近期豆粕成交
清淡，抑制粕价。

总的来看，利空因素占为主导，预计短线豆粕现货价格整体仍震荡偏弱运行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抗疫不力，持续无端指责中国，暗示他与中国的关系因新冠
病毒疫情而进一步恶化，或影响后期中美贸易关系，及美豆正在播种期，后续美
豆产区天气变化，都可能成为不确定因素，均须加以关注。

进口大豆巨量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油厂开机率将逐步提升
，市场豆粕供应将更加充足，而疫情导致肉类需求受影响较大，
国内猪肉、鸡蛋及肉鸡等价格跌势不止，抑制粕价。中美贸易关
系及大豆产区天气仍需紧密关注。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20年05月11日

一 、菜籽收购方面

本周国内菜籽价格较上周大多下
跌，其中安徽菜籽价格在2.6-2.65元/
斤，较上周波动0.03-0.05元/斤，江
苏菜籽价格在2.5-2.55元/斤，较上周
跌0.13-0.17元/斤，湖南菜籽价格在
2.6元/斤，较上周跌0.05元/斤，贵州
菜籽价格在2.8元/斤，较上周持稳，
四川菜籽价格在2.60-2.7元/斤，较上
周持稳，湖北菜籽价格在2.5-2.57元/
斤，较上周跌0.03-0.12元/斤，江西
菜籽价格在2.7元/斤，较上周跌0.05
元/斤。

    因前期市场货源较少，市场担
心供应，大量收购油菜籽，库存增多
，当前随着菜籽涨至高位，买家转向
以消耗库存为主，菜籽市场需求转淡
。且随着云南、四川等地菜籽集中上
市，对菜籽价格形成拖累，加上5-7
月份进口大豆大量到港，油粕价格都
出现回落迹象，影响市场信心，近期
国产菜籽价格或继续趋弱运行。

菜粕
中加关系紧张未缓解，中澳关系又趋紧张，传言
澳洲菜籽进口也受影响，菜籽压榨量处于较低水
平，将有利于限制菜粕跌幅。

2010年5月4日至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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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2350元/吨，较上周跌50元/吨，
沿海进口菜籽压榨的菜粕价格在
2240-2330元/吨，较上周跌50-70元/
吨。

2010年5月至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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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回
落，但菜粕提货速度放缓，导致
本周（截止5月15日当周）两广
及福建地区菜粕库存增加至
14500吨，较上周9500吨增加
5000吨，增幅52.63%，但较去年
同期各油厂的菜粕库存28900吨
降幅49.83%。

需求面：菜粕现货成交量

本周（2020年第19周，5月2日-5
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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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吨（进口菜籽压榨57000吨
，国产菜籽压榨量0吨），较上周
43000吨增加14000吨，增幅32.56%，
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11.38%，上周开机率在8.58%，其中本
周国产菜籽开机率较上周持稳在0%；
本周沿海地区进口菜籽加工厂开机率
在27.6%，上周开机率在20.82%。下周
随着油厂恢复开机，压榨量将回升至
6.2万吨，但下下周随着个别油厂因原
料不足停机，压榨量下降至5.6万吨。
因原料不足，压榨量总体仍处较低水
平。

本周菜粕价格下跌，买家观望气
氛浓郁，本周菜粕成交清淡，本周仅
成交500吨，上周成交量在40000吨，
减少35000吨，降幅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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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进口大豆巨量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5-7月份月均到港量接近1000万
吨，油厂开机率快速提升，本周压榨量提升至191万吨，下周大豆压榨量
或达到200万吨超高位，豆粕库存连续回升，而疫情在全球蔓延重创餐饮
业，导致肉类需求受影响较大，养殖户补栏积极性受影响，近期豆粕成
交清淡，经销商恐慌性抛货，跌幅大于油厂，截至本周五，沿海豆粕价
格2600-2710元/吨一线，较上周跌100-150元/吨，从而拖累菜粕价格。但
中加关系紧张未缓解，中澳关系又趋紧张，传言澳洲菜籽进口也受影响
，菜籽压榨量处于较低水平，将有利于限制菜粕跌幅。

中加关系紧张未缓解，中澳关系又趋紧张，传言澳洲菜籽
进口也受影响，菜籽压榨量处于较低水平，将有利于限制菜粕跌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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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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0-5570元/吨，较上
周五跌10-90元/吨（天津贸易商5440-
5450，日照贸易商5470，张家港贸易
商5570，广州贸易商5420-5430）。

本周国内豆油行情继续回落，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餐饮业尚未完全恢复，油脂需
求仍不佳，油厂走货速度不快。

2、因榨利良好，中国持续买入国
外大豆，后期大豆到港量巨大，目前
巨量大豆到港压力已经显现。

3、油厂开机率继续回升，豆油库
存后期仍有回升空间。

4、美产区天气良好，美豆走势欠
佳。

2008年12月6日-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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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面压力不断增大，以及需求端依旧疲弱的形
势下，反弹空间依旧受限。豆油跌至低位区域，
继续下行空间或不大，但缺乏实质性利多，上涨
动力也受限。偏弱震荡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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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2020年第20周（5月9-5月15日），
本周开机率回升，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
榨总量1912200吨（出粕1510638吨，出
油363318吨），较上周1749500增
162700吨，增幅9.29%，当周大豆压榨
开机率（产能利用率）为55.07%，较上
周的50.39%增4.68%。未来两周压榨量
将继续回升，下周（第21周）油厂压榨
量预计在201万吨左右，下下周（第22
周）压榨量将回升至205万吨。

大豆压榨量

大豆进口
2020年5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

预报到港151船986.5万吨。因巴西大
豆榨利持续处于十分丰厚态势，中国
油厂采购和装运巴西大豆数量庞大，
巴西大豆3月、4月份巴西大豆对华装
运量均维持在1000万吨附近，根据船
期计划，初步预估中国6月份大豆到港
量1000万吨，较上周预估持平，7月份
到港量初步预估990万吨，较上周预估
提高30万吨，8月初步预估920万吨，
较上周预估增70万吨，9月初步预估
750万吨。按上述到港预估量，预计
2019/2020年度（2019年10月至2020年
9月）中国进口大豆量将达到9433.65
万吨，较上年度我们调查的进口量
8279.49增长1154.16万吨，增幅13.94%
。

海关总署5月7日公布，中国4
月份大豆进口671.6万吨，较上月
427.78万吨增加243.82万吨，增幅
57%；较去年同期764.01万吨减少
92.41万吨，降幅12.10%，2020年
1-4月大豆进口2450.81万吨，较去
年同期2438.84万吨增加11.97万吨
，增幅0.49%。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20年05月11日

二、基本面分析

豆油库存量

 本周豆油库存止降回升，截至5
月8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84.5
万吨，较上周的81.215万吨增3.285
万吨，增幅为4.04%，较上个月同期
106.45万吨降21.95万吨，降幅为
20.62%，较去年同期的140万吨降
55.5万吨，降幅39.64%，五年同期均
值114.66万吨。

需求面：豆油成交量

本周豆油成交量虽较上周有所增
加，但仍不及正常日均2万吨的水平，
本周全国主要工厂的豆油成交量为
96260吨，较上周的42450吨增53810吨
，增幅为126.76%。本周国内豆油现货
共成交69860吨，远月基差共成交
26400吨；上周国内豆油现货共成交
17950吨，远月基差共成交24500吨。

5月大豆到港量庞大，到港大豆
卸货入厂增加，导致上周沿海油厂
大豆库存继续增加，截止2020年第
19周（截止5月8日当周），国内沿
海主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总库存量
317.86万吨，较前一周的303.3万吨
增加14.56万吨，增幅4.80%，较去年
同期470.2万吨减少32.39%。5-7月大
豆到港量庞大，预计后期大豆库存
将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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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面分析

  截止本周四，全国港口食用
棕榈油总库47.96万吨，较上月同
期的63.97万吨降16.01万吨，降幅
25%,较去年同期82.73万吨降34.77
万吨，降幅42%，往年库存情况：
2018年同期65.2万，2017年同64.5
万，2016年同期63.95万。5年平
均库存为64.87万吨。国内主要港
口工棕库存9.768万吨。

替代品种棕榈油供需情况

三、后市展望

本周前四天，国内豆油价格行情走势较为低迷，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基本
面的压力，自本周一以来，USDA单日成交报告已公布对华成交了73万吨大豆，
市场认为还有190-200万吨大豆待采购以完成300万吨储备轮换的目标，据悉中国
每天至少增加6船美豆新作采购。另外，前期中国采购了大量巴西大豆正在装运
，5月份截止13号巴西对中国装运439万吨大豆，按此速度，5月巴西大豆对华装
运可能连续第三个月达到1000万吨，进口大豆巨量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5-7月
进口大豆月均到港近1000万吨，2020年第20周（5月9日-5月15日，国内港口进口
大豆实际到港40船262.1万吨，5月迄今到71船464万吨。油厂开机率大幅提升，
本周大豆压榨量提升至191万吨，下周大豆压榨量或达到200万吨超高位，而目
前豆油库存已止降回升至85万吨周比增长近4%，油脂市场需求整体相对疲弱，
油厂提货速度较前期放缓，供大于求情况下预计未来两周豆油库存仍将会呈现
上升趋势。另外，国外疫情还比较严重，餐饮业仍遭受严重冲击，国内餐饮业
也还没有完全恢复，马棕仍处季节性增产周期令棕油产区库存增加，前半周棕
榈油走势也不佳，也对豆油行情形成压制。

只不过，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周五当天国内豆油棕榈油期货价格齐齐上
涨，特别是棕榈油涨幅明显，并且起到了领涨的作用，因有消息称印尼政府正
在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加大生物柴油补贴，而船运调查机构称马棕5月阶段性出口
改善，数据显示5月前15日出口增加6.12-7.1%，另外，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
本周五援引海关文件表示,马来西亚将6月毛棕榈油出口关税从5月的4.5%调降至
零，令市场对棕油需求预期有所好转，提振周五国内外棕榈油期货价格明显反
弹，外加当前国内棕榈油整体库存量仍处低位，马盘及国内棕油期价纷纷涨超
2%，在此带动下，连豆油周五下午涨幅也扩大，豆油现货也纷纷跟涨。

总的来看，周五豆油行情反弹，主要依赖于棕榈油涨势带动，但是供应面
压力不断增大，以及需求端依旧疲弱的形势下，预计短期豆油反弹空间依旧受
限。虽然豆油已经跌至低位区域，继续下行空间或不大，但缺乏实质性利多，
上涨动力也受限。预计豆油整体维持偏弱震荡概率较大。操作上，暂仍以轻仓
操作为宜。

供应面压力不断增大，以及需求端依旧疲弱的形势下，预计短期
豆油反弹空间依旧受限。虽然豆油已经跌至低位区域，继续下行空间
或不大，但缺乏实质性利多，上涨动力也受限。预计豆油整体维持偏
弱震荡概率较大。操作上，暂仍以轻仓操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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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进口菜籽压榨的菜油

价格相比上周止跌反弹，国产菜油
报价基本稳定。截至本周五，长江
中下游地区国产四级菜油出厂报价
在7900-8800元/吨，相比上周持稳，
沿海油厂进口四级菜油报价报7100-
7280元/吨，较上周涨100-120元/吨
；内陆区域进口四级菜油价格在
7410-7700元/吨，较上周波动10-120
元/吨。

2009年4月11日至2020年5月15日进口菜油现货价格连续走势图

2014-2020年进口菜油平均价格周度走势对比图

菜油
中澳关系趋于紧张，后续菜籽进口量或受影响，
但豆油库存继续回升，同时餐饮业仍遭受严重冲
击，马棕仍处季节性增产周期令棕油产区库存逐
步增加，抑制菜油价格，预计短线菜油行情或继
续高位上下震荡，中长线走势尚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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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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本周（截止5月15日当周），两广
及福建地区菜油库存稳在18000吨，
较上周18000吨持稳，但较去年同期
84400吨，降幅78.67%

需求面：菜油现货成交量

 本周（2020年第19周，5月2日-5
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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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00吨（进口菜籽压榨57000吨
，国产菜籽压榨量0吨），较上周
43000吨增加14000吨，增幅32.56%，
本周菜籽压榨开机率（产能利用率）
11.38%，上周开机率在8.58%，其中本
周国产菜籽开机率较上周持稳在0%；
本周沿海地区进口菜籽加工厂开机率
在27.6%，上周开机率在20.82%。下周
随着油厂恢复开机，压榨量将回升至
6.2万吨，但下下周随着个别油厂因原
料不足停机，压榨量下降至5.6万吨。
因原料不足，压榨量总体仍处较低水
平。

本周菜油期现价格止跌反弹，买
家观望情绪仍较重，菜油成交清淡，
本周菜油无成交，上周菜油成交
14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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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中加关系仍紧张，中澳关系又趋于紧张，后续菜籽进口量或受影响，当
前菜籽压榨量处于较低水平，菜油现货库存仍以交付合同为主，支撑菜油市
场，但进口大豆巨量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5-7月份进口大豆月均到港量接近
1000万吨，庞大的到港压力已经开始显现，油厂开机率快速提升，豆油库存
继续回升，同时国外疫情还比较严重，餐饮业仍遭受严重冲击，国内餐饮业
也还没有完全恢复，马棕仍处季节性增产周期令棕油产区库存逐步增加，基
本面利空难消，或抑制菜油价格，预计短线菜油行情或继续高位上下震荡，
中长线走势尚难乐观。

中加关系仍紧张，中澳关系又趋于紧张，后续菜籽进口量
或受影响，但豆油库存继续回升，同时餐饮业仍遭受严重冲击
，马棕仍处季节性增产周期令棕油产区库存逐步增加，基本面
利空难消，或抑制菜油价格，预计短线菜油行情或继续高位上
下震荡，中长线走势尚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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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货行情变化

本周国内棕榈油价格大多止跌
反弹，仅局部继续下跌，截止本周
五，主流港口24度棕榈油价格4690-
4910元/吨一线，大多反弹70-110元/
吨，局部跌20元/吨，（天津贸易商
4740跌20，日照贸易商报4910涨70
，张家港贸易商4830-4850涨100，
广州贸易商4690涨110，厦门报4850
跌20）。

本周国内棕榈油价格大多止跌
反弹，仅局部继续下跌，提振其行
情反弹主要利好因素表现在：1、原
油期价上涨以及美国私人出口商向
中国销售了2万吨豆油提振本周美豆
油震荡上涨，2、马来西亚调降棕榈
油出口税以及印尼在考虑在原油暴
跌的情况下增加对生柴计划的补贴
，而数据显示马棕5月阶段性出口改
善，令本周马盘棕油期价上涨，而
棕油库存不断下降，均拉动本周国
内棕榈油价格止跌反弹。

2008年12月8日-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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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马来出口改善及传言印尼加大生物柴油
补贴，跌至低位区域的棕榈油价格市场出现
低吸买盘，再度迎来短线反弹，但缺乏实质
性利多，或仍可能跟盘频繁震荡，整体偏弱
格局或暂未变。暂仍以轻仓操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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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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榈油总库47.96万吨，较上月同期的
63.97万吨降16.01万吨，降幅25%,较
去年同期82.73万吨降34.77万吨，降
幅42%，往年库存情况：2018年同期
65.2万，2017年同64.5万，2016年同
期63.95万。5年平均库存为64.87万
吨。国内主要港口工棕库存9.768万
吨。

5月进口量预计42万吨（其中24度30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估
值持平，6月进口量37万吨（其中24度25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估
值持平，7月进口量37万吨（其中24度25万吨，工棕12万吨），较上周预估
值持平。

需求面：棕榈油成交量

本周国内豆棕价差有所收窄，截止
本周五，豆棕价差在698元/吨，较上周
五848收窄150元/吨，但本周国内外棕
榈油期货上涨，买家入市积极性有所提
升，本周棕榈油市场总体成交较上周明
显好转，本周总成交量43150吨，较上
周12060吨增31090吨，增幅258%。

进口利润

 截止5月15日，进口棕榈油7月船
期完税成本在4500元/吨，当天连棕油
P2009合约收于4494元/吨，进口利润
负6元/吨。9月船期完税成本在4542元
/吨，当天连棕油P2009合约收于4494
元/吨，进口利润负28元/吨，10月船
期完税成本在4576元/吨，当天连棕油
P2101合约收于4632元/吨，进口利润
56元/吨。11月船期完税成本在4618元
/吨，当天连棕油P2101合约收于4632
元/吨，进口利润14元/吨。本周进口
仍有利润，进口商入市采购棕榈油大
约10船左右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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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市预测

中加关系仍紧张，另外，澳大利亚要求对中国进行新冠疫情起源进行独
立调查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市场传闻澳州菜籽进口也受影响，对国内油脂期
价形成利多，而由于原油价格暴跌，印尼政府正在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加大
对印尼雄心勃勃的生物柴油项目的补贴，另外，马来西亚将6月毛棕榈油出口
关税从5月的4.5%调降至零，船运调查机构称马棕5月阶段性出口改善，令市
场对棕榈油需求预期有所好转，本周五马盘及连棕油期价纷纷大涨，外加当
前国内棕榈油整体库存量仍处低位，均令本周棕榈油价格领涨油脂市场。

但4月份棕榈油产量连续第二个月增加，达到165万吨，环比增加18.28%
，另外，因为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造成酒店、餐厅和服务行
业关门，以及原油价格不断大跌，市场需求受影响，4月份马来西亚国内棕榈
油消费环比减少40%，明显低于预期，造成4月底棕榈油库存激增，超过200万
吨，当前仍处增产季，有机构预计5月末或进一步增至220万吨，对马盘棕油
期价形成压力。同时市场称中国计划采购300万吨美豆用于储备，这批美豆用
来替换300万吨阿根廷大豆，自本周一以来，USDA单日成交报告已公布对华成
交了73万吨大豆，市场认为还有190-200万吨大豆待采购以完成300万吨储备轮
换的目标，据悉中国每天至少增加6船美豆新作采购。另外，前期中国采购了
大量巴西大豆正在装运，5月份截止13号巴西对中国装运439万吨大豆，按此
速度，5月巴西大豆对华装运可能连续第三个月达到1000万吨，进口大豆巨量
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5-7月进口大豆月均到港近1000万吨，油厂开机率大幅
提升，本周及下周大豆压榨量或直逼200万吨超高位，而目前豆油库存已止降
回升至85万吨周比增长近4%。而国内餐饮业尚未完全恢复，尤其国外疫情还
比较严重，市场需求并不佳，油厂提货速度也不快，豆油库存正逐步回升。
总的来看，随着马来出口改善及传言印尼加大生物柴油补贴，跌至低位区域
的棕榈油价格市场出现低吸买盘，再度迎来短线反弹，但缺乏实质性利多，
或仍可能跟盘频繁震荡，整体偏弱格局或暂未变。暂仍以轻仓操作为宜

随着马来出口改善及传言印尼加大生物柴油补贴，跌至低
位区域的棕榈油价格市场出现低吸买盘，再度迎来短线反弹，
但缺乏实质性利多，或仍可能跟盘频繁震荡，整体偏弱格局或
暂未变。暂仍以轻仓操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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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一周评论： 

         供给端：产量同比调减80.93万吨
至2590吨，同比减幅3.03%，偏多。北
半球新棉开播正常，中性。

需求端：总消费同比调增250.34万
吨至2538.6万吨，同比增幅10.94%，偏
多。全国棉花销售量同比增加，偏多。
纺织出口订单有所回暖，中性偏多。

库存：
期末库存同比调增49.7万吨至

2164.9万吨，同比增幅2.34%，偏空。

4月底全国棉花周转库存总量约344
万吨，较上月减少13.2%，同比减少
0.04%。

4月棉花商业库存为429.75万吨，
环比减少7%，同比增13%。

4月棉花工业库存为67.34万吨，环
比减少5.71%，同比减少14.41%。

4月底纱线库存天数为28.45天，较
上月增加3.68天，同比增加4.65天。

4月坯布库存天数为34.87天，环比
增加4.12天，同比增4.67天。

本期USDA报告中性。北半球种植
端未见大的异常，需求端国内皮棉销售
同比增加，纺织出口边际改善，但是纱
线、坯布库存继续累库，终端压力较大
。预计棉价维持底部震荡。

投资策略：

多单谨慎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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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进展。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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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1.USDA报告中性：产量同比调减80.93万吨至2590吨，同比减幅3.03%。总消
费同比调增250.34万吨至2538.6万吨，同比增幅10.94%。期末库存同比调增49.7万
吨至2164.9万吨，同比增幅2.34%。

2.新疆部分棉区遭受灾害，中性偏多：南疆出现的降温降水风沙天气以及局
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使部分地区农牧业生产遭受不同程度损失。

3.美棉开播，进度稍快于往年，中性：全美棉花种植进度32%，去年同期24%
，过去5年均值为27%。从播种进度上看，美棉种植未受疫情影响。

4.全国棉花销售量同比增加，中性偏多：全国销售率为 80.1%，同比提高 
10.7 个百分点，较过去四年均值降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新疆销售 81.7%。累计
销售皮棉 465.8 万吨，同比增加 42.7 万吨，较过去四年均值增加 21.7 万吨，其中
新疆销售皮棉 406.5 万吨。

5.美棉签约较前周减少，但中国继续大量签约，中性：2019/20年度美国陆地
棉净签约量为5.4万吨，较前周减少36%，较前四周平均值增长50%。新增签约主
要来自中国（4.49万吨）。

6.纺织出口订单有所回暖，中性偏多：部分欧洲国家放宽隔离限制，纺织企
业出口订单略有恢复，涤纶短纤以消化库存走货为主，价格变动不大，坯布产品
库存仍然较高。

全球棉花收割面积同比调减
1.35万公顷至3340万公顷，同比
减幅3.89%。

单产同比增0.91%。

产量同比调减80.93万吨至
2590吨，同比减幅3.03%。

期初库存同比调增366.94万
吨至2115.5万吨，同比增幅
20.99%。

进口同比调增76.53万吨至
932.8万吨，同比增幅8.94%。

总供给同比调增362.54万吨
至5638.2万吨，同比增幅6.87%。

出口同比调增62.73万吨至
934.7万吨，同比增幅7.19%。

总消费同比调增250.34万吨
至2538.6万吨，同比增幅10.94%
。

期末库存同比调增49.7万吨
至2164.9万吨，同比增幅2.34%。

库销比同比减4.61个百分点
至62.38，同比减幅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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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种植

美棉种植进度为32%，去年同期为24%，
五年均值为27%.

CFTC持仓报告



先锋期货农产品周报2020年05月11日

疆棉种植

全疆大部棉花出苗，南疆部分棉区
进入第三真叶始期。

上旬，阿克苏地区部分、克州、喀
什地区、和田地区绝大部气温偏低、降
水偏多，全疆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降水偏少；日照时数东疆、南疆大部地
区偏少，全疆其余大部地区偏多。旬内
，全疆绝大部棉花已出苗，部分棉区进
入第三至第五真叶期。但南疆出现的降
温降水风沙天气以及局地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使部分地区农牧业生产遭受不同程
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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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05月12日，郑交所一号棉
花仓单数量为26895张，较前一周减
少823张。预报仓单为2910张，较前
一周减少653张，总仓单数为29805
张，较前一周减少1476张。

NYBOT2号棉花库存较上周减少0包
，库存量现为3579包。

美棉仓单

郑棉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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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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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8手，减少4135手净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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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郑棉2009合约结算价11570元
/吨，较前一周跌135元/吨，跌幅为
1.15%。

美棉 ICE 2007合约结算价为58.25
美分/磅，较前一周涨3.52%。

国际市场：上周FC Index M1%配
额港口提货价较上周涨70元至11934元
/吨，上涨幅度为0.59%。

国内市场：上周中国棉花价格指
数328涨52元至11515元/吨，涨幅为
0.45%。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2020年4月，我国纺
织品服装出口额为213.61亿美元
，环比增长38.43%，同比增长
9.77%。其中，纺织品（包括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
为146.207亿美元，同比增长
49.36%；服装（包括服装及衣
着附件）出口额为67.399亿美元
，同比下降30.31%。

2020年1-4月，我国纺织品
服装累计出口额为666.20亿美元
，同比下降12.06%，其中纺织
品累计出口额为373.115亿美元
，同比增长2.90%；服装累计出
口额为293.089亿美元，同比下
降22.33%。

棉价走势

棉纺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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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棉出口情况

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20年5月
1-7日，2019/20年度美国陆地棉净签约
量为5.4万吨，较前周减少36%，较前
四周平均值增长50%。新增签约主要来
自中国（4.49万吨）、越南（4354吨）
、巴基斯坦（1406吨）、中国台湾地
区（1247吨）和土耳其（1451吨）。
取消合同的主要是马来西亚（998吨）
和日本（136吨）。

美国2020/21年度陆地棉净出口签
约量为2.12万吨，买主是中国（1.55万
吨）、越南（5398吨）和泰国（295吨
）。

美国2019/20年度陆地棉装运量为
5.48万吨，较前周减少35%，较前四周
平均值减少20%，主要运往越南（1.74
万吨）、中国（8890吨）、土耳其（
8709吨）、巴基斯坦（5761吨）和孟
加拉国（4264吨）。

2019/20年度美国皮马棉净签约量
为-91吨，来自巴林。2020/21年度净签
约量为-317吨，新增签约来自日本（23
吨），但被巴林完全抵消（-340吨）。

美国2019/20年度皮马棉装运量为
1792吨，较前周显著增长，较前四周
平均值减少12%，主要运往意大利（
499吨）、土耳其（385吨）、印度尼
西亚（295吨）、巴基斯坦（249吨）
和孟加拉国（249吨）。

中国棉花月度进口

2020年3月进口棉花20万吨。同比增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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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棉花商业库存为429.75万吨
，环比减少7%，同比增13%。

USDA预测中国棉花年度期末
库存为34.12百万包，环比4月调减
3.21%，同比增11%。

4月棉花工业库存为67.34万吨，
环比减少5.71%，同比减少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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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全国棉花周
转库存总量约344万吨，较上月减
少13.2%，同比减少0.04%。

中国棉花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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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坯布库存天数为34.87天，
环比增加4.12天，同比增4.67天。

5月14日，盛泽地区样本织造
企业坯布库存为41天，周环比减
0.5天，同比增2天。

4月底纱线库存天数为28.45天
，较上月增加3.68天，同比增加
4.65天。

纱线坯布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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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全球产销存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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