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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非反转、豆粕仍保持弱势 

  

一、行情综述 

本月连豆粕下跌颇有些荡气回肠的气势，连续突破整数支撑，在美豆一度

下破 850 美分时，连粕 1601 合约最低下探至 2287 点的低位，随后连盘配合美

豆连续上涨，但是市场仍缺乏明显的利多刺激，总体上美豆反弹仍受供应充裕

制约，对于美豆未来的反弹高度还需观察，美豆 850 美分未能有效突破，底部

在年内仍然较为坚实。国内随着大连盘的连续反弹，豆粕成交也成放量姿态。

但后期在当前基本面无大的改变的前提下，美豆和连粕都难以走出反转行情。 

 

二、供需分析 

1、美国大豆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美国农业部 11 月供需报告显示，美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为 8320 万公顷，但

单产水平出现了大幅提高，由 10月的 47.2 蒲式耳/英亩大幅提高到 48.3 蒲式

耳/英亩。单产水平和总产量水平再次刷新了去年的历史纪录。单产的意外提

高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第一是种子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大豆的单产水

平；第二是由于大豆生长的中后期美国大豆主产州的降雨量非常充裕，因此大

幅提高了单产。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豆类油脂 12 月月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2

 

在美豆供应大幅提高的背景下，尽管美国农业部同时上调了美国大豆大压

榨量和出口量数据，但期末库存量数据仍旧出现了上调，由 10 月的 4.25 亿蒲

式耳上调到 11 月的 4.65 亿蒲式耳，美豆供求关系持续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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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豆出口疲软 

出口方面的实际情况也并非如农业部预测的那样乐观，本年度美豆的出口

销售进度普遍较过去三年偏慢，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南美大豆的冲击而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份中国进口大豆 553
万吨，环比降幅 23.72%，但同比增幅则达到 34.87%；今年 1-10 月份中国进口大

豆总量为 6518 万吨，同比增加 834 万吨或增幅 14.67%。近两个月国内进口大豆

到港量较为庞大，10 月份对华装运量 950-1000 万吨，11 月份预计在 750-800 万

吨，由于部分美豆改走好望角航线，因而进口大豆集中到港压力释放将会集中在

12 月份，市场对于 12 月份到港量的预估最高达到 850-900 万吨。未来美豆只有

通过价格下跌才有可能保持对南美大豆的竞争力，从而逐步消化庞大的产量。 

 

 

3、全球大豆市场供应宽松格局明显  

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三个大豆主产国自 2012/13 年度以来，基本上一直

处于增产阶段。不过，2015/16 年度美国、巴西的大豆产量虽然创出了历史新

高，但其增幅远远小于上年度，而阿根廷的大豆产量则比上年度减少了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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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球大豆产量预计达到 3.21 亿吨，上调 50 万吨，主要由于美国增产

抵消印度、南非和乌拉圭减产。本次报告将 2015/16 年度全球大豆库存消费比

由上月的 27.4%下调至 26.5%，但仍高于上年度的 25.9%，并且自 2012/13 年

度以来，该数据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目前南北美大豆产量都将创纪录，大豆市

场供应过剩局面加剧。 

 

 

4、南美大豆性价比优于美国     

南美贬值成为南美大豆挤占全球大豆市场的主要途径，也成为未来南美大

豆种植面积继续扩大的更本原因。对于今年巴西大豆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多数

机构都认为会进一步增加。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商品供应公司（CONAB）发布月

度报告，调高了本来就已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巴西大豆产量以及出口量，因

为大豆播种面积预计增长，而且降雨高于平均值，意味着单产前景改善。CO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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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巴西大豆播种面积将比上年提高多达 3.8%，因为巴西货币雷亚尔兑美

元汇率下跌了 30%，有助于抵消今年迄今为止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价 14%

的跌幅。巴西大豆播种面积的扩张主要是以牺牲玉米面积为代价，因为大豆种

植收益相对高于玉米。CONAB 预计巴西大豆单产将达到每公顷 3087 公斤，比上

年提高 2.9%，因为在包括第二号大豆产区帕拉纳州在内的南部地区，受厄尔尼

诺天气的影响，今年的降雨将会高于平均水平。预计 2015/16 年度巴西大豆产

量将达到 1.012 到 1.028 亿吨，高于 10 月份预测的 1.001 到 1.019 亿吨，也

高于 2014/15 年度的 9620 万吨。作为对比，美国农业部在 10月份预测巴西大

豆产量将达到 1 亿吨。CONAB 还将 2015/16 年度巴西大豆出口量调高到 5500

万吨，高于 10 月份预测的 5300 万吨，因为雷亚尔贬值增强了巴西大豆在海外

市场的竞争力。 

 

阿根廷方面，阿根廷农业部在首次发布的 2015/16 年度播种面积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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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预计，2015/16 年度阿根廷大豆播种面积将达到 2060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80 万公顷。这略高于美国农业部预测的 2000 万公顷，并且将打破 2012/13 年

度创下的前历史纪录 2004 万公顷。阿根廷农业部的数据也高于布宜诺斯艾利

斯谷物交易所预测的 1980 万公顷。阿根廷反对党的上台承若将逐步降低大豆

的出口关税，并称自上台日起就将启动大豆的降税进程，这将进一步加强阿根

廷大豆的出口优势，并拉低大豆的价格。 

 

5、油厂开机率高企，豆粕库存逐步增加 

随着近期大豆到港量增加，国内油厂开机率小幅提高，据天下粮仓统计，

本周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提至 169 万吨，较上周增长约 0.7%。本周大豆

压榨产能利用率约 54%，较上周继续小幅提升。下周大豆到港量将继续增加，

开机率将继续小幅提高，按目前油厂的开机计划核算，下周全国各油厂大豆压

榨总量将提升至 170 万吨。使得油厂豆粕库存量逐步增加，部分油厂甚至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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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胀库停机现象，截止 11 月 15 日，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仍保

持在 57 万吨水平，较去年同期的 40.7 万吨增长 40%，后续胀库现象或逐步增

多，或面临库存压力，油厂“落袋为安”心理浓重，仍积极预售远期基差以锁

定利润，本周广西个别大型油厂卖远期合同出现零基差，加重市场看空情绪。 

 

 

二、需求分析 

1、终端需求无起色，豆粕现货成交不理想 

进入 11 月份，水产养殖业基本结束，水产料用量或将继续下降，预计 11

月份饲料产量环比将略有下降。禽料需求环比也出现 4%的下降。目前整体养殖

终端需求一般。加上期货表现疲软，饲料企业入市较为谨慎，大多随用随买为

主，本周豆粕提货速度逐步放缓，豆粕现货成交量不多，大多为远期低价基差

合同的成交，需求不支持，豆粕现货反弹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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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大豆市场需求增长有限  

中国的大豆进口增长其实在放缓。数据显示，2015/16 年度大豆进口预计

同比增长为 2.7%，2014/15 年度预计同比增长为 11.4%，2013/14 年度实际同

比增长为 17.5%。从下游行业情况来看，截至 10 月 23 日，2015 年全年豆粕

压榨量 5020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 9.6%。2015 年生猪存栏数据连续 9 个月低

于 4 亿头，月度均值较上年同期均值下降 10%。2015 年前 3 季度，肉猪出栏

头数 4.9754 亿头，较上年同期下降 4.1%。从存栏和出栏数据看，在饲料豆粕

添加比例正常的状态下，生猪市场不足于支持如此大的豆粕消费量。 

  
 

三、短期反弹因素分析 

1、美投机基金空头在感恩节前平仓一定程度拉升了美豆。2、近期消息称中国

监管机构将调查有色金属市场是否存在恶意做空，导致商品总体上扬，但在美

元强势的背景下，商品整体仍然处于弱势状态。3、前期大量基差合同集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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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导致大量空单离场 4、油厂盘面压榨利润亏损使得油厂提价。但是目前来看

供应宽松的基本面并无改善，反弹持续的时间和空间都有待观察。 

 四、后市展望及操作策略 

由于豆粕价格始终处于低水平，性价比优势仍在，饲料配方添加比例方面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且不少油厂卖出了大量 12-1 月基差合同，一旦盘面跌稳，

可能出现大量基差集中点价，油厂相应地将在盘面上将空单平仓，这将导致盘

面出现阶段性反弹。但由于前期利空因素仍然存在，全球大豆供应充裕已成定

局，美豆市场反弹也较乏力，加上 11 月 22 日阿根廷大选后新总统将下调关税，

抢占美豆的部分市场，预计美豆弱势格局难改，反弹后再次跌破 850 美分的概

率较大，但是时间节点应该在明年，国内 12 月份预计 900 万吨左右的大豆一

旦到港，在巨大的压力下，国内的反弹行情将会很快结束。策略上仍以熊市策

略为指导思想，逢反弹做空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