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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摘要 
 

•  人民币暴涨，使得国内大豆进口成本下降，后期可能会形成内弱外强的格局，同时
使得豆粕的重心下移。 
 

• 巴西播种期间天气条件良好，一些农户提前种植，这反过来也使得农户提前收获，
南美天气担忧缓解，巴西大豆丰产在望且已在收割。 
 

• 近期豆粕进入节前备货的高峰期，期现货深跌的可能性较低，但是需求难以对行情
起到提振作用。 
 

• 截至12月31日，东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玉米4082万吨。其中：内蒙古收购512万吨
，辽宁935万吨，吉林932万吨，黑龙江1702万吨。 
 

• 截至2016年12月28日，东北三省一区农户售粮进度为44%，比上周同期提高5个百
分点，同比偏慢12个百分点。 



农产品价格数据 
  

国内期货价格 
 

          价格涨跌 年内 

品种 合约 单位 最新价 周涨跌(%) 月涨跌(%) 
年初至今涨

跌(%) 最高价 最低价 
大连大豆1号 A1705 元/吨 4231 -0.98 0.98 -0.98 4377 4161 
大连豆粕 M1705 元/吨 2780 -0.93 -4.57 -0.93 2818 2756 
郑州菜粕 Rm1705 元/吨 2294 -0.56 -5.56 -0.56 2336 2261 
大连豆油 Y1705 元/吨 6808 -2.35 -4.76 -2.35 7058 6794 

大连棕榈油 P1705 元/吨 6088 -1.58 -3.27 -1.58 6328 6062 
郑州菜籽油 Oi1705 元/吨 7030 -2.6 -7.69 -2.6 7308 7012 
大连玉米 C1705 元/吨 1515 -0.26 -1.5 -0.26 1545 1506 
大连鸡蛋 Jd1705 元/1000斤 3355 -0.5 -4.69 -0.5 3452 3313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农产品价格数据 
  

国外期货价格 
 

        

  
价格涨跌 

  年内 

品种 合约 
 中国到岸成本
（元/吨） 单位 最新价 周涨跌(%) 月涨跌(%) 

年初至今涨
跌(%) 最高价 最低价 

CBOT大豆 3月 3544 美分/蒲 995.5 -1.27 -5.75 -1.27 1018.4 992.6 

CBOT豆粕 03月 美元/蒲 
311.2 -1.64 -4.25 -1.64 319.3  311.2 

CBOT豆油 03月 美分/短
吨 35.04 0.98 -7.93  0.98 35.55 34.54 

CBOT玉米 03月 805 美分/蒲 358.5 1.85 -0.14 1.85 362.6 351.4  

CBOT小麦 03月 美分/蒲 423.5 3.49 4.25 3.49 428.0 404.6 

CME瘦肉猪 02月 美分/磅 64.1 -0.62 11.58 -0.62 66.90  63.30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农产品价格数据 
 
    国内现货价格 
 
 
 
 
 
 
 

 

 

 

 

                                                                            数据来源：wind数据 

      年内 

 品种 单位 现货价 最高价 最低价 
黄大豆全国均价 元/吨 3739 3739 3738 
豆粕(张家港) 元/吨 3250 3380 3250 
菜粕（张家港） 元/吨 2514 2550 2514 
豆油(张家港) 元/吨 7150 7250 7150 
棕榈油全国均价 元/吨 6557 6601 6557 
菜籽油全国均价 元/吨 7233 7295 7176 
  玉米（大窑湾） 元/吨 1490 1490 1490 
鸡蛋全国均价 元/1000斤 2670 2670 2670 



农产品指数数据 
       
         农产品指数 

 评论：农产品指数本周趋于平缓，截至2016年01月06日，农产品指数录得1212.62，上周录得
1213.69 ，上周下跌约为0.09%基本与上上周农产品指数持平。 

1212.62 



农产品基础数据 
  
 
 

大豆压榨利润 

 
评论:由于近期油脂豆粕走势均偏弱导致油厂压榨利润下滑较快，但是盘面套保利润仍保持正数
，油厂依然在积极锁定远期的现货利润，并主动放价销售2月份以后的现货，并保持着超高的开
机率来兑现当下利润。这对春节前后的豆粕期现货行情都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 



农产品基础数据 
  
 
 
 

成交数据 

评论：阿根廷降雨，南美天气担忧缓解，巴西大豆丰产在望且已在收割，美豆将面临压力，且
豆粕紧张局面正在逐步缓解，而现货价格仍过高，本周国内豆粕价格大幅下跌整理，买家追高
谨慎，本周豆粕成交十分清淡。  



农产品基础数据 
 
 
 

库存数据 

评论：随着大豆集中到港，2016年第53周（截止12月30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库存
量明显增加，当周进口大豆总库存量361.27万吨，较上周323.75万吨增加37.52万吨，增幅11.59%，较
去年年末的348.07万吨增长3.79%。1月份，大豆到港速度仍较多，大豆库存仍可能上升。山东地区大型

饲料厂豆粕库存量有所增加，小型饲料厂豆粕库存量略有减少，但总体库存水平较高，山东地区饲料企
业豆粕库存可使用天数集中在20-30天，平均使用天数在25天（上周25天），其中某大型饲料企业豆粕库
存量增至4.4万吨 



农产品基础数据 
 
 
 

玉米库存数据 

评论：截至2017年1月6日玉米北方库存为302.7万吨，上周库存为326.1万吨，去年同期为234.0万吨。南方玉
米库存为81.6万吨，上周玉米库存为55.6万吨，去年同期为10万吨。 



大豆CFTC持仓 
CBOT大豆总持仓图 
 

 
 

 
 
 
 
CBOT大豆总持仓表 
 第53周 去年同期 年度最高 年度最低 历史最高 历史最低 

大豆总持仓 677946 646657 895583 632779 895583 124787 

大豆基金净多 133733 -60283 252074 -78915 260433 -78915 

大豆净多持仓
比 

19.73% -9.32% 32.27% -11.99% 35.32% -30.00% 



农产品热点解读 
• 全球大豆主产区天气问题： 
1. 巴西方面：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收获大豆，圣诞节后收割步伐加快。播种期间天气条件良好，一

些农户提前种植，这反过来也使得农户提前收获，南美天气担忧缓解，巴西大豆丰产在望且已
在收割。 

2. 阿根廷方面：玉米和大豆产区12月24日夜间起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缓解降低干燥范围，
引发投资基金在年底前卖出大豆。 
 

• 大豆供应节奏： 
     12-1月进口大豆到港量近1700万吨，因油厂榨利丰厚，开机率高企，第52周（12月19日-12月
23日）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1862300吨（出粕1478382吨，出油334728吨），较51周的压
榨量1859600吨略增2700吨，增幅0.14%，未来几周油厂开机率将持续超高，周压榨量或创190
万吨历史新高，油厂提货也于此前的紧张转成正常，下旬国内油厂豆粕库存也开始止降回升，第
52周豆粕库存43.71万吨，较51周的36.35增7.36万吨，豆粕供应紧张局面在逐步缓解。 
 
• 豆粕消费市场： 
     为锁定利润，经销商出货意愿加强，价格下跌幅度大于油厂。而买家经过此前的积极备货，已
经有一定的货源，且现货价格仍过高，买家追高谨慎，备货速度明显放缓，12月20日起豆粕成交
量急剧下降。近期进入节前备货的高峰期，期现货深跌的可能性较低，但是需求难以对行情起到
提振作用。 



农产品行情点评及操作策略 
 

• 豆类行情点评： 
    人民币暴涨，使得国内大豆进口成本下降，后期可能会形成内弱外强的格局，同时使
得豆粕的重心下移。南美天气良好，产量前景改善，美豆反弹力度有限，仍可能在1000
大关处反复争夺，但是深跌的基础仍然不够。国内油厂压榨量创历史新高，豆粕库存回
升加快，供应紧张基本缓解，中下游还有不少货源，终端需求放缓，近期成交量远不如
上月同期，豆粕现货涨幅明显小于期货，短线豆粕价格难涨，春节前后整体仍处于震荡
态势中。 
 
 
• 豆类操作策略： 
     贸易商锁定利润为主，饲料企业随买随用为主,饲料企业做好节前备库工作，库存充
足随买随用为主。2月份的头寸可着手准备10天左右的库存。 



农产品热点解读 
• 产区玉米收购情况及市场动态： 
     截至12月31日，东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玉米4082万吨。其中：内蒙古收购512万吨，辽宁935
万吨，吉林932万吨，黑龙江1702万吨。有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8日，东北三省一区农户
售粮进度为44%，比上周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同比偏慢12个百分点。其中，黑龙江售粮进度为
48%，比上周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吉林售粮进度37%，辽宁60%，内蒙古32%。 
 
• 玉米基层情况： 
   1、节前基层售粮行为持续进行中，价格稳中趋弱。对于地趴粮的农户来说，节前变现的需求及
价格下跌对心理的冲击均使得惜售情绪消失，售粮高峰仍未结束。 
    2、据悉，转储轮换入库收购在本月可能展开，各地方粮库已经做好准备，但其对价格的影响
如何还需看收购量的情况。 
    3、对于贸易来说，目前囤粮及发运均亏损，多处于观望阶段。用粮企业受上量冲击，挂价不
断下滑，备货也难以对价格有明显的支撑作用。  

 

• 国内玉米下游需求： 
     2017年第1周(12月31日-1月6日)，对东北、山东、河北等地区的38家淀粉企业进行抽样调查
，有29家处于开机状态，其余9家处于停机状态。本周国内玉米淀粉企业加工量为387350吨，企业
行业开机率为73.25%，较上周大幅回落5.65个百分比。 



农产品行情点评及操作策略 
 

• 玉米行情点评： 
     本周雾霾再度席卷全国，华北地区部分企业再次被叫停产或限产。上周淀粉开机率
较上上周回落5.65%，淀粉价格弱势运行。同时，由于春节临近，因养殖备货放缓，以
及进口DDGS即将靠港，国产DDGS走势偏弱，下游产品需求不佳。不过，由于本周华
北黄淮产区雾霾天气及雨雪天气重视，物流受阻。同时，低价令当地农户仍存惜售心理
，玉米上市量仍较少，玉米价格收到支撑。以及，东北市场期待，中储粮将提高收购力
度，给予玉米市场利好的信心支撑。 
 
 
• 玉米操作策略： 
     预计短期内玉米呈现震荡，企业采购可考虑在年前酌情展开，并重点聚焦优质粮源。操作方面

，短期建议观望为主。但后期预计玉米受国家政策的推动，玉米价格将利多，建议一月中旬至春
节期间企业可提高库存量。 
 



   

   

THANKS 

——瑞奇期货机构服务部20160109 

江西瑞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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