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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前中国仍在订购美国大豆，因为巴西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中国的需求，美豆仍处
于震荡区间之内。 

 

• 随着期货市场回落整理，买家大多观望，豆粕成交量明显下降，令当周豆粕库存量
止降并大幅回升，而豆粕未执行合同量则继续下降，且降幅扩大。 

 

• 本周油厂大豆压榨量与上周变化不大，而本周大豆到港量增加。当周进口大豆总库
存量323.75万吨，较上周319.51万吨增加4.24万吨，增幅1.32%，较去年同期的
348.07万吨下降6.98%。 

 

• 本周国内玉米淀粉企业玉米加工量为364320吨,企业行业开机率为68.9%,较上周大幅
回落10.12个百分点。 

 

• 截至12月25日，东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玉米3605万吨。其中：内蒙古收购462万吨
，辽宁832万吨，吉林826万吨，黑龙江148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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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涨跌(%) 
年初至今
涨跌(%) 最高价 最低价 

大连大豆1号 A1705 元/吨 4279 -0.16  10.06  14.93  17.63 4416 3310 

大连豆粕 M1705 元/吨 2803 -3.64  -4.27  2.56  3.42 3195 2295 

郑州菜粕 Rm1705 元/吨 2308 -4.65  -5.00  2.61  1.62  3003 1824 

大连豆油 Y1705 元/吨 6980 -3.74  -3.80  6.95  10.10  7112 5576 

大连棕榈油 P1705 元/吨 6202 -5.15  -3.80  9.00  15.76  6324 3984 

郑州菜籽油 Oi1705 元/吨 7230 -5.51  -5.11  9.14  10.73  7536 5440 

大连玉米 C1705 元/吨 1519 -2.90  -0.72  5.52  -0.92  1680 1383 

大连鸡蛋 Jd1705 元/1000斤 3375 -4.43  -2.57  5.48  2.15  4312 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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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价格
（元/吨） 单位 最新价 

周涨跌
(%) 

月涨跌
(%) 

年涨跌
(%) 

年初至今涨
跌(%) 最高价 最低价 

CBOT大豆 3月 4165 美分/蒲 
1013.25 -0.37 -3.95  11.62  11.62  1208.4 852.0  

CBOT豆粕 03月 美元/蒲 
318.8  1.82  -2.85  10.72  10.72  432.5  297.7 

CBOT豆油 03月 美分/短吨 34.86 -4.34 -6.80  10.17  10.17  37.40 33.33 

CBOT玉米 03月 1485 美分/蒲 
348  0.14 -3.14  -11.58  -11.58  439.2  314.6  

CBOT小麦 03月 美分/蒲 
406  2.20 2.20  -23.19  -23.19  551.4 386.6  

CME瘦肉猪 02月 美分/磅 
64.73  -0.58 16.78  1.17  1.17  90.425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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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吨 3739 3775 3376 

豆粕(张家港) 元/吨 3450 3622 2492 

菜粕（张家港） 元/吨 2515 2859 1948 

豆油(张家港) 元/吨 7250 7450 5907 

棕榈油全国均价 元/吨 6610 6858 4483 

菜籽油全国均价 元/吨 7280 7588 5925 

  玉米（大窑湾） 元/吨 1490 2093 1490 

鸡蛋全国均价 元/1000斤 2890 4300 2510 



农产品指数数据 

       

         农产品指数 

 评论：农产品指数本周延续了上周的下跌态势，本周截至2016年12月30日，农产品指数录得
1218.90.，上周录得1213.69，本周上涨0.429%。 

1218.90 

1218.90169  

1218.90  



农产品基础数据 

  

 

 

大豆压榨利润 

 

评论:当前油厂榨利由于国内盘面的走弱而出现缩水，如果算入油厂的加工成本，油厂已经开始

亏损，需要靠基差来填补空洞，但由于对远期现货的看空，油厂已经主动基差放价，目前油厂预
售43蛋白豆粕明年2月基差M1705+350，3月份基差M1705+200至260，已经较现货价格大幅下
跌，如果油厂对未来现货继续看空的话，仍会继续放价锁定利润加大远期基差销售力度。 



农产品基础数据 

  

 

 

 

成交数据 

评论：阿根廷和巴西南部干旱近期降雨，引发投资基金在年底前卖出大豆，且年前资金回笼令
近期工业品持续大跌，拖累连粕回调，上周国内豆粕价格跟盘连续下跌，期货市场回落，买家
避市观望，且经过近两月的积极备货，终端备货已相对充足，本周成交量大幅减少。 



农产品基础数据 
 

 

 

库存数据 

评论：本周油厂大豆压榨量与上周变化不大，而本周大豆到港量增加，2016年第51周（截止12月25日当
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库存量小幅增加，当周进口大豆总库存量323.75万吨，较上周
319.51万吨增加4.24万吨，增幅1.32%，较去年同期的348.07万吨下降6.98%。本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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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12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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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第53周玉米北方库存为302.7万吨，第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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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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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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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574 692992 895583 632779 895583 124787 

大豆基金净多 136574 -26187 252074 -78915 260433 -78915 

大豆净多持仓
比 

19.06%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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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东北部过去几周该地区进入更加干燥的模式，近期也不会出现任何降雨。生长
季节开始时天气良好，不过目前情况变差。如果未来一两周内出现降雨，可能不会造成太大损
害，但是如果没有出现降雨，单产可能受损。 

2. 阿根廷方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北部和圣菲省中部等一些地区周末期间出现多达8英寸的降雨
。局部地区的洪涝可能影响播种工作，一些豆田可能需要重播。上周阿根廷农户种植约9%的
大豆，目前全国大豆播种进度为76%，略高于五年平均进度。 

 

• 大豆供应节奏： 

     12-1月进口大豆到港量近1700万吨，未来几周开机率将持续超高，周压榨量或创190万吨历史

新高，且大豆压榨利润丰厚，油厂开机积极性较高，若无意外，预计下周油厂开机率将继续趋升
，按目前油厂的开机计划核算，下周油厂大豆压榨量也将保持在193万吨的超高水平。 

 

• 豆粕消费市场： 

     随着期货市场回落整理，买家大多观望，豆粕成交量明显下降，令当周豆粕库存量止降并大幅
回升，而豆粕未执行合同量则继续下降，且降幅扩大。今年远期基差销售火爆，开机率将仍保持
在高水平，而终端备货速度放缓，预计豆粕库存量或将继续增加，豆粕供应紧张局面将慢慢缓解
。 



农产品行情点评及操作策略 

 

• 豆类行情点评： 

     美元汇率走强，加剧大豆市场的利空气氛。目前中国仍在订购美国大豆，因为巴西无法在短时
间内满足中国的需求，美豆仍处于震荡区间之内。国内12-1月份到港大豆量庞大，买家经过此前

几周的积极备货，已经有一定的货源，目前备货速度明显放缓，油厂提货也于此前的紧张转成正
常，国内油厂豆粕库存已止降回升，供应紧张局面正逐步缓解，而节后基差点价成本低，买家追
高谨慎，经销商为锁定利润积极抛售，令豆粕市场承压。1701豆粕合约不涨反跌可见下游接货意

愿并不强，逼仓行情也没有见到。且交割后提货时间可能进入到春节后，使得一月交割买方并不
划算预计后期豆粕现货价格将向期货价格靠拢，基差缩小。 

 

 

 

• 豆类操作策略： 

     买家暂可维持随用随买，贸易商兑现现货利润为主。 



农产品热点解读 

• 产区玉米收购情况及市场动态： 

    截至12月25日，东北三省一区累计收购玉米3605万吨。其中：内蒙古收购462万吨，辽宁832

万吨，吉林826万吨，黑龙江1485万吨。 

 

• 玉米基层情况： 

1. 随着地趴粮的持续售出，粮价跌幅扩大，黑吉部分农户恐慌抛售。1月中上旬供给压力仍存，
在政策介入之前仍有跌价的动力。 

2. 据悉，轮换入库收购或将在下周有增量行为，可能更多出于对节前维稳的考量。预计收购数量
有限，对市场影响主要反映在心理层面。    

3. 栈子粮仍延续售粮习惯，多等待年后价涨。阶段性的售粮高峰对短期市场的供需体系冲击 

 

• 国内玉米下游需求： 

     东北、山东、河北等地区的38家淀粉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有28家处于开机状态（其中7家未满
负荷生产），其余10家处于停机状态。本周国内玉米淀粉企业玉米加工量为364320吨,企业行业
开机率为68.9%,较上周大幅回落10.12个百分点。 

 



农产品行情点评及操作策略 

 

• 玉米行情点评： 

     即将进入2017年，年关临近，基层售粮时间越来越短，不少农户在节前售粮压力较大，恐慌

性抛售略有显现，产区上量压力继续释放，同时，华北产区大部分农户手中约有一半的粮源未售
，春节前在外务工农户返乡，也有集中售粮的习惯，玉米供应压力持续增强。不过，有传闻储粮
将加大对东北玉米的收购与调运，并先进行轮换补库，后启动国家一次性储备玉米的补库，或给
东北玉米带来支撑作用，且随着玉米跌至当前低点，东北产区不少贸易商及烘干塔多已停收，整
体贸易购销偏弱，北方港口玉米集港量大降，日集港量仅在1-2万吨，玉米继续下跌的空间或已有

限。后期需继续关注产区天气变化、玉米上量以及下游企业年前备货节奏，据部分饲料企业反映
，节前备货将于近期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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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后酌情展开，并重点聚焦粮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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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将势在必行。并且为
了保障农户收益，国家也势必会稳定玉米价格。长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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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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