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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豆：巴西大豆目前出口进度非常快，后期可供出口量有限，市场采购方向
将转向美国，一定程度上支撑美豆期价。7-8 月份是美豆关键生长期，大部分年
份会有天气炒作，我们认为后期美豆价格也将注入天气升水。当前中美第一阶段
协议仍在继续执行，但是中美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也会对后期美豆价
格走势产生影响。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美豆指数在 820 美分附近存在一定支撑，
若后期美豆主产区出现天气问题，将推动美豆期价上行有望突破 1000 美分关口，
如果配合中国较好采购美豆的话，则美豆价格会进一步上涨。
连粕：供给方面，6-8 月份大豆月均到港量达到 1000 万吨超高水平，沿海油
厂周度压榨量高企，豆粕现货进入累库存态势，三季度豆粕现货压力较大。四季
度巴西大豆可供量有限，若中美紧张关系持续，后期大豆供给量将呈现趋紧态势。
需求方面，由于国内生猪产能逐渐回升，预计下半年饲料需求明显好于上半年。
我们认为豆粕四季度价格会好于第三季度。从单边价格来看，连粕价格总体还是
会跟随美豆价格走势，美豆 7-8 月份进入关键生长期，一旦天气出现问题，将带
动连粕价格继续上行，或推动连粕突破 3000 元/吨关口。若美豆天气风调雨顺，
同时中国积极买入美豆，则我们认为豆粕价格有可能回到 2600-2700 元/吨区间。
菜粕：中加关系依旧紧张，原料菜籽的供给紧张，加上生猪产能逐渐恢复，
依旧提振菜粕的价格。但是颗粒菜粕及替代品杂粕的进口量激增，加上豆菜粕价
差处于相对低点，豆粕的替代性增加，以及南方梅雨季节持续，继续影响水产品
鱼虾的生长，这或限制菜粕的上涨空间。除此之外，菜粕价格整体跟随豆粕走势，
我们认为菜粕在 2200 元/吨处存在较强支撑，上方有望突破 2500 元/吨。
风险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二次爆发、非洲猪瘟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中美及
中加关系演变。
套利方面：关注豆菜粕 09 价差扩大机会，逢低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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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1 月初因中东局势紧张，及市场预期巴西大豆丰产，且中国春节前后突发新冠肺炎
疫情，使得投资者担心中国对大豆等农产品的需求会因此受到影响，加上巴西大豆陆续
上市，在雷亚尔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巴西大豆价格优势明显，挤占美豆的出口市场，以
上利空因素打压美豆期价，令美豆指数从月初的 969 美分下跌至月末的 883 美分，月度
跌幅达到 8.02%。
2 月份美豆呈现底部弱势震荡，运行区间为 883-913 美分之间，主要原因是 1 月末
美豆触及低点后呈现技术性反弹，且白宫经济顾问表示，中国将会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
议，同时，中国自 3 月 2 日起受理美国农产品免税申请，市场预期中国采购前景将有所
改善，提振美豆期价弱势反弹，但是巴西大豆丰产预期随着收割推进逐步兑现，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市场恐慌情绪加剧，限制美豆上涨空间。
3 月份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重创金融市场，市场恐慌情
绪加剧，及美豆出口销售数据不佳，令美豆指数不断创出新低至 830 美分。随后由于乙
醇工厂的运营放慢，市场猜测养殖户将使用豆粕取代玉米酒糟粕，提振美豆粕价格上涨，
带动美豆指数触底反弹，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突发事件—巴西、阿根廷港口暂停，推
动美豆指数继续上行。
4 月份美豆期价走势依旧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终端需求担忧的拖累，及原油价格
不断下挫、美元升值、北美天气良好、中美贸易关系不确定等因素打压，令美豆期价不
断下行，4 月 21 日创出新低至 818 美分，虽然在此期间出现阶段性的反弹，但是缺乏
利多题材的提振，整体反弹力度不强，上方在 880 美分处承压。
5 月份上旬受中国采购消息及产区气温下降至冰点的提振美豆期价震荡收涨，但是
随着中下旬 USDA 供需报告利空拖累，加上产区天气好转，大豆播种工作加快，美新豆
产量前景改善均对期价形成压力，美豆期价应声而下至 840 美分附近。
图 1：美豆及连粕期价走势图（左单位：美分/蒲式耳

右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6 月中上旬因中国采购需求的消息提振，美豆期价呈现弱势反弹，但是在美豆种植
速度加快，作物初期生长良好的拖累下，美豆期价涨幅有限，整体在 870 美分附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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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粕期价在大豆到港量庞大的压力下，指数在 2800 元/吨附近横盘震荡。

关注天气炒作能否令美豆走出阴霾
2.1.库存消费比下降，大豆供给压力减弱
2.1.1 全球大豆供给压力略减
6 月 USDA 报告数据显示，2019/20 全球大豆产量高达 3.3535 亿吨，明显低于上两
年度的产量数据，主要是美豆的种植面积下降，美豆产量大幅下降所致。然而随着近几
年终端对蛋白粕饲用需求的增加，全球大豆压榨总量不断攀升，令本年度消费总量达到
3.4835 亿吨，较去年增加 547 万吨，最终期末库存下降至 9919 万吨，对应的库存消费
比为 19.68%。
表 2.1.1：全球大豆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USDA 南华研究

新作方面，2020/21 年度全球大豆的产量预估为 3.6285 亿吨，较上年度增加 275
万吨，
尽管预估数据显示，
大豆产量再创出新高，但是伴随着消费总量也将达到至 3.6174
亿吨的超高水平，最终大豆期末库存下调至 9634 万吨，对应库存消费比为 18.4%。
随着南美大豆的收割结束，旧作的产量已经确定，后续主要关注压榨数据能否出现
新的增长点；新作方面，三季度重点关注美豆方面的数据对平衡表后续的调整情况。就
目前数据来看，无论从旧作还是新作方面，全球大豆的库存消费比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全球大豆的供应压力较前几年明显减弱。

2.1.2 美国大豆库存消费比下降
6 月 USDA 报告数据显示，2019/20 美国大豆产量高达 35.52 亿蒲，
同比下降 19.78%，
这主要是去年春播期间天气因素影响，美豆种植面积下降，单产水平偏低所致。出口方
面，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USDA 在月度报告中不断地下调出口数
据，虽然当前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正常推进，但是在我国大量采购巴西大豆以及本
年度所剩时间不多，预计旧作出口难有新亮点，未来对于旧作的调整可能主要来自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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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压榨方面的利好。
表 2.1.2：美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USDA 南华研究

6 月份数据显示 2020/21 年度美国大豆种植面积恢复性增加，单产也延续趋势性单
产，初步预估美国大豆产量增加至 41.25 万蒲式耳，目前美豆的生长状况可观，且天气
预测数据显示 7-8 月份北美天气条件良好，我们认为今年北美大概率是丰产年份。美豆
新季供需平衡表中最大的亮点是出口方面，数据显示美豆出口数据上调至 20.5 亿蒲式
耳，同比增加 24.24%，即使在产量恢复性增加的前提下，美豆的库存消费比也下调至
9.12%，整体来看，美豆的供给压力在逐渐的缓解，下半年需要关注的是美豆的单产变
化，最终对产量的影响，以及美豆的出口销售节奏和数量能否如期实现上述的出口目标。

2.1.3 南美大豆库存消费比下滑
巴西方面：6 月 USDA 报告数据显示，2019/20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为 1.24 亿吨，创
出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上调至 8500 万吨，同比增加 13.4%，这主要是 2020 年年初开始
巴西雷亚尔持续贬值，农户积极销售大豆作物。然而随着巴西大豆的逐渐售罄，加上三
四季度巴西大豆逐渐进入传统销售淡季，预计继续上调巴西大豆的出口销售数据的概率
不大，或者是继续上调的幅度有限。
表 2.1.3：南美大豆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USDA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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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短期天气条件良好，后期存在炒作可能
每年 5-8 月份是美国大豆种植和生长的最重要时期，期间市场较为关注的是美国大
豆主产区的天气情况。今年美豆播种初期美国大豆产区的天气条件良好，使得大豆播种
工作开展加快，截止 6 月 15 日，美豆播种进度达到 93%，播种工作逐渐接近尾声，目
前市场预期美新豆大概率丰产。
图 2.2.1：美豆播种进度及出苗率

资料来源：USDA 南华研究

据美国气候预测中心 CPC 最新海温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3 日，赤道太平洋中
部的 Nino3 及 Nino3.4 海域海表水温较正常偏离度已转负，
其中 Nino3 区域已偏低 0.1℃，
为近 4 个月来的首次转负；Nino3.4 海域已偏低 0.3℃，为近 8 个月来的首次转负，不
过海域水温已经持续偏高了 25 个月之久，后期能否转负仍需进一步关注。然而，对于
今年秋冬季节是转为厄尔尼诺，还是转为拉尼娜，各大气象机构预测依然存在分歧——
日本气象局：北半球秋季无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的几率为 60%；美国气候预测中心 CPC：
厄尔尼诺中性持续到北半球夏季的可能性在 65%，但持续到秋季的可能性已经下降到了
45%-50%；中国气候中心：春季之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回到中性状态；德国波茨坦
气候影响研究所：本年下半年再次发生厄尔尼诺的概率在 80%，并发展为一个中等强度
甚至高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波，并将于 2020 年底达到顶峰。
图 2.2.2：Nino3.4 指数

资料来源：NOAA 南华研究

总体上来看，赤道太平洋水温已经持续下降了近 2 个月，且中部水温较正常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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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转为负值，但作为此轮弱厄尔尼诺的主要推手，西部水温后期能否转负将是判断此
次厄尔尼诺是否已经远去的关键。如果 6 月至 8 月份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则美国大豆和
玉米产区降水往往偏多，对于大豆这样的亲水作物来讲，适量的降雨对其生长是有利的，
但是出现阶段性的强降雨天气，如发生洪涝现象会影响大豆作物的生长及单产，最终影
响大豆的产量。
同时，NOAA 预测数据显示，未来 3 个月美国大豆主产区的大多数区域气温适宜，
个别的州域会有高温的天气；降雨方面，目前数据显示爱荷华州、密苏里州、伊利诺伊
州等大豆主要产区的降雨量充沛，对开花、发芽、灌浆期的大豆生长有利，提振大豆的
单产水平。
图 2.2.3：美国大豆产区的天气预测

资料来源：NOAA 南华研究

自 1951 年至今共发生 20 次厄尔尼诺现象，据统计近十年以来发生弱厄尔尼诺共 3
次，分别是 2004.7-2005.1、2006.8-2007.1、2018.9-2019.5，其中峰值月份对应的美
豆单产分别为 38.5 蒲、39.6 蒲、39.3 蒲，从月度数据来看，当弱厄尔尼诺现象发生至
峰值后，美豆单产月度同比会有所下降，从全年数据来看，弱厄尔尼诺现象年份美豆的
单产水平均高于正常年份，同时高于趋势单产。基于目前数据显示夏季发生弱厄尔尼诺
现象概率较大，我们预计美豆单产水平或将高于趋势单产。
图 2.2.4：美豆单产（单位：蒲式耳）

资料来源：USDA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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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美国国内消费增加，大豆压榨随之走高
USDA 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豆粕在饲料中的消费量为 3401.9 万吨，对比来看，虽
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依旧比上一年同比增加 1.08%，这就表明，美国国内饲用消费整
体水平是相对乐观的。随着终端需求增加，带动美国国内大豆压榨量不断走高，2018
年美国全年大豆压榨量创出历史新高至 19.7 亿蒲式耳，2019 年虽然小幅回落，但是依
旧维持在 19 亿蒲式耳的超高水平之上。今年前 4 个月美国大豆压榨量依旧是创出历史
同期的新高，据统计，今年 1-4 月美豆压榨量共计 6.9 亿蒲，同比增加 6.12%。
图 2.3.1：美豆粕饲用消费（单位：千吨）

图 2.3.2：美豆压榨（单位：
）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近几年美国国内的饲用需求稳步上升，一方面来自美国国内自身对猪肉产品的需求
增加，美国是全球除中国、欧盟以外的第三大生产区域。2019 年，美国生猪出栏量达
到 1.4 亿头，占 2019 年全球生猪出栏量的 13.5%。从 USDA 预测数据可以看出，2020 年
美国生猪产量将继续稳步增长，对饲料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自
2018 年爆发非洲猪瘟后，国内产能大幅下降，因此对国外的依存度逐渐增加。数据显
示，2019 年美国对华生猪制品出口量激增至 24.49 万吨，同比增加 186%，今年前 4 个
月出口量达到 25.44 万吨，不仅同比增加 622.86%，而且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在
美国国内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中国猪肉进口需求飙升的大背景下，预计美国生猪产能或
稳步增加。
图 2.3.3：美国生猪产量（单位：千头）

图 2.3.4：美国猪肉出口量（单位：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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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在美国蔓延，据报道，在美国全部生猪屠宰场中，
公开报告因发生感染而关闭的有 6 家。美国每年出栏生猪约 1.2 亿头，日屠宰(工作日)
量约为 46 万头。美国经济学家预计，受疫情影响，美国各大农场在接下来的数周内，
将因无法把养殖的生猪及时送出，需宰杀并处理掉至少 150 万头生猪。如果三季度新冠
肺炎疫情继续爆发，后续可能会更糟，养殖端受到严重冲击，对豆粕的消费或不及预期
乐观，大豆压榨量或受此影响出现阶段性的下降，但是年度总量来看，大豆压榨量整体
仍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下半年关注疫情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情况。

2.4.南美大豆出口强劲，后续可供出口或有限
从年初开始至今，巴西货币雷亚尔持续贬值，从 1 月初的 4.0384 上涨至 5 月末的
5.5663，涨幅达到 37.84%。巴西农户利用雷亚尔汇率疲软的机会加快卖出大豆，巴西
外贸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 1 至 5 月份巴西大豆出口量达到 4900 万吨，其中 74%的
大豆运往中国，比上年同期增长 40%。同时，据《油世界》称，截至 5 月中旬，巴西大
豆销售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目前农户已经销售了 80%的本年度大豆产量，还预售了 30%
的 2021 年初收获的新豆。
从巴西海关数据来看，截止 5 月末 2019/20 年度巴西大豆出口销售为 7315.17 万吨，
同比增加 21.58%。通过统计，近三年巴西大豆日历年度出口总量分别是 8367.4 万吨、
1.0134 亿吨和 9179.6 万吨，取三者平均值 9227.1 万吨来估算，6-12 月份巴西大豆出
口量约为 1911.93 万吨，月均出口约为 477.98 万吨左右，其中，按照巴西对华出口量
占比 65%保守估计，6-12 月份巴西对华出口量约为 1242.75 万吨左右。由于上半年巴西
农户提前销售大豆，上半年大豆出口强劲，对应的下半年巴西大豆出口量将同比下降，
可供给市场的数量或将有限。
图 2.4.1：巴西雷亚尔汇率

图 2.4.2：巴西大豆月度出口（单位：千克）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阿根廷主要以出口豆粕为主，大豆出口数据极少，USDA 数据显示 2019/20 年度阿
根廷大豆出口仅为 800 万吨，相比巴西和美国的体量较小，预计可供市场的数量有限。
总结来看，由于上半年巴西大豆出口销售量比较强劲挤占了美豆的出口份额，但是
下半年巴西大豆出口节奏将延缓。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1

2020 年油料半年度报告

2.5.贸易协议如期推进，然仍存在不确定性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其中针对农产品方面，
协议中指出：
1、中国承诺将按 2017 年基准上，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多采购 125 亿和 195 亿美元农产
品，两年合计 320 亿美元。市场普遍认为 2017 年基数为 240 亿美元；2、中国采购的农
产品包含油籽、肉类、谷物、棉花、海鲜和其他农产品，备注中注明其他农产品含乙醇、
酒糟（DDGS）、乳制品、加工食品等。另外，2 月份中国表示免除包括大豆在内的美国
产品加征关税，时间为一年。
就上述协议内容来看，2020 年我国将采购 365 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以 2017 年为
例——全年我国采购美国农产品金额共计 240 亿元，
其中采购美豆总额为 139.59 亿元，
占比约为 58%，按照此比例估算，2020 年我国将采购美豆金额共计 211 亿美元，按照当
前美豆到港成本 3250 元/吨计算，预计对应美豆的采购量约为 4500 万吨左右。从中美
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截止 6 月 4 日，美豆对华出口销售总量为 289.2 万吨，近
期中国陆续提高美豆的采购节奏和数量，贸易协议内容仍在正常推进。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成了美国攻击中国的导火索，5 月份以来，美方言论和
措施导致中美贸易关系再度紧张——此前美国对中国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作出严厉回
应，5 月 29 日，据 MSNBC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取消给予香港的
特别待遇政策豁免。同时也宣布，“终止”美国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白宫公告同时宣布
6 月 1 日起禁部分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部分商品再度
加征 25%的关税。
图 2.5.1：美豆出口销售量（单位：吨）

图 2.5.2：美豆对华出口销售量（单位：吨）

资料来源：USDA 南华研究

中美两国的贸易走向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令市场担心中美能否如期落实第一阶
段的贸易协议。我们认为在后疫情的大环境下，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推进需要两国
友好关系作为前提，且今年 11 月份美国总统将进入关键的大选期，预计或将加大美国
农产品的出口以获得农户手中的选票支持。但是上半年我国采购了大量巴西大豆，且在
中美贸易发生摩擦之前，以 2016 年和 2017 年为例，我国采购美豆总量分别为 3365.7
万吨、3285.2 万吨，基于上述估算的 4500 万吨的进口量，远高于以往年份对美豆的需
求，且在此前中国大量采购巴西大豆的前提下，预计 2020 年实现中美两国第一阶段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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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议中对于美豆方面的采购目标较为困难，我们认为可能恢复到 3400—3500 万吨往
年正常水平，若要完成 4000 万吨以上的采购目标则需要国内企业自身需求或压榨利润
推动。
USDA 数据显示，
截止 6 月 11 日，
2019/20 市场年度美国大豆出口销售总量为 3343.07
万吨，同比略增 2.24%，其中，美国对华大豆销售总量（已经装船和尚未装船的销售量）
为 1560.3 万吨，同比增加 14.4%。整体来看，若完成美国农业部预估的 4559 万吨的目
标，则 9 月份底前美豆出口销售量需达到 1217 万吨，月均出口量约为 303 万吨，从美
豆历年出口销售对比图来看，6-9 月份的出口量整体在 100 万吨水平附近，预计难以达
到 300 万吨的超高水平。

2.6.全球疫情虽有控制，个别国家依旧严重
2020 年上半年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年初突然爆发的 COVID-19，从年初至
今已经持续 5 个月之久，虽然全球整体新增确诊病例趋势放缓，但是目前仍处于增长趋
势，截止 6 月 17 日，全球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已经高达 8,352,938 万例，其中美国发现
223.4 万例位居第一，其次巴西确诊 96.03 万例位居第二。
图 2.6.1：全球新冠疫情确诊病例

图 2.6.2：美国新冠疫情确诊病例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图 2.6.3：巴西新冠疫情确诊病例

图 2.6.4：美国新冠疫情累计分布图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美国方面，现阶段美国国内新冠疫情依旧很严峻，从疫情爆发的分布图来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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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大豆、玉米的主产区，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爆发也覆盖了
生猪养殖区及主要出口港，尽管当前已经对美国生猪相关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我们
认为现阶段美豆播种已经基本结束，同时美国农业采用机械化运作，预计新冠疫情对整
个美国农业活动影响不大，但若后期疫情持续届时可关注港口物流情况。
巴西方面，随着巴西疫情的不断扩散，市场对其担忧逐渐增加，回顾来看，3 月份
巴西疫情爆发初期市场炒作巴西物流受阻，随后官方回应疫情尚未对物流造成实质性的
影响，5 月中下旬巴西帕拉纳瓜港口一泊位发生确诊病例，市场对其再次做出反应，然
而紧接着官方再次回应该港口其他泊位正常运行。目前来看巴西新冠疫情处于爆发期，
且尚未发现治疗新冠疫情的特效药，若后期主要港口确诊病例不断增加，预计市场依旧
会对此做出反应。
整体来看，美国和巴西新冠疫情的发展对整个农产品市场来讲，仍存在阶段性的潜
在利多炒作题材，需要我们对此重点关注。

2.7.行情展望
综上所述，USDA 预期 19/20 年度美豆期末库存下降，整体大豆供需状况明显改善，
同时预期 20/21 年度美豆期末库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能否实现还需要关注整体美豆出
口情况。由于美国国内生猪产能增加，预期美豆压榨将会继续增加，加上巴西大豆目前
出口进度非常快，后期可供出口量有限，市场采购方向将转向美国，一定程度上支撑美
豆期价。7-8 月份是美豆关键生长期，大部分年份会有天气炒作，我们认为后期美豆价
格也将注入天气升水。当前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仍在继续执行，但是中美关系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这也会对后期美豆价格走势产生影响，后期市场关注焦点将集中在美豆主
产区天气以及美豆出口。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美豆指数在 820 美分附近存在一定支撑，
若后期美豆主产区出现天气问题，将推动美豆期价上行有望突破 1000 美分关口，如果
配合中国较好采购美豆的话，则美豆价格会进一步上涨。但是，若美豆主产区天气风调
雨顺，同时出口不及预期的情况下，美豆大概率还是会维持震荡偏弱格局。风险因素是
新冠肺炎疫情对巴西物流的影响以及非洲猪瘟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影响中国蛋白需求。

终端需求预期好转，豆粕重心震荡抬升
3.1.大豆压榨利润高企，我国积极采购大豆
从进口大豆压榨利润走势可以看到，3 月中旬开始至 4 月初我国油厂大豆压榨利润
高企，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春节长假前，养殖户集中出栏，且年后终端对肉类消费下降的预期，令
春节前下游整体备货较为谨慎，而春节后新冠疫情的大范围爆发，放假时间延长，节后
开机也受疫情影响有所推迟，加上节后下游出现一波集中备货，提振豆粕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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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导致进口大豆到港船期推迟，我国 3-4 月
份大豆到港量偏低，部分油厂缺豆停机，豆粕产出量下降，令豆粕库存持续创出新低，
而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好转，下游提货速度加快，豆粕供不应求，推动价格继续坚挺。
三是，新冠疫情令全球经济放缓，加上美豆出口不佳，以及市场对新季美豆丰产预
期，令美豆期价持续走低。国内方面，因市场担心豆粕供给趋紧，加上 3 月中旬有消息
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巴西、阿根廷港口暂停，刺激豆粕价格大涨。在美豆期价的持续走
跌，国内豆粕价格表现偏强的格局下，油厂盘面压榨利润长期维持在 220-300 元/吨区
间，因此在超高利润刺激下，我国买家积极采购巴西大豆。
图 3.1.1：进口大豆压榨利润（单位:元）

图 3.1.2：大豆月度进口（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Cofeed 调查统计，由于巴西大豆 3-5 月份巴西大豆对华装运量均维持在 1000 万吨
附近，初步预计 6 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到港量为 1044 万吨，7-10 月份大豆到港预
估值分别为 1010 万吨、920 万吨、810 万吨、680 万吨，若实现则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62.7 万吨，增幅达到 14.42%，由于 8-9 月份时间较长，船期到港存在变数，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根据巴西 45 天的船期推断，6-7 月大豆到港量将是全年压力最大的月份，
预计三季度我国进口大豆供给量将呈现宽松态势。

3.2.大豆到港量不断攀升，油厂开机率创出新高
随着沿海到港大豆卸货入厂增加，导致沿海大豆库存连续 9 周增长，截止 6 月 12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进口大豆总库存量 481.41 万吨。6-8 月大豆到港量已
依旧庞大，预计后期大豆库存还将逐步增加。
压榨方面，
天下粮仓数据显示，截止 6 月 12 日，
我国油厂大豆压榨总量约为 3790.55
万吨，同比增加 5.97%。具体来看，受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范围爆发的影响，3-4 月份我
国大豆到港量偏低，令沿海地区部分油厂在此期间缺豆停机，因此从 3 月初开始油厂开
机率持续下降，而此轮低开机率一直延续到 4 月中下旬。然而在油厂压榨利润丰厚以及
源源不断的大豆到港后，油厂开机快速回升，5 月末开始油厂开机率连续三周创出历史
同期的新高，对应的大豆压榨量也创出历史同期新高至 200 万吨以上水平。
由于在油厂满负开机的背景下，豆粕产出不断增加，部分油厂出现胀库现象，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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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放缓压榨速度，但是我们预计在大豆到港量庞大，以及生猪产能稳步回升，终端需求
不断好转的前提下，三季度油厂大豆周度开机和压榨量将维持高位。
图 3.2.1：大豆开机率（单位:%）

图 3.2.2：大豆压榨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 南华研究

3.3.大豆进口成本增加，提升国内豆粕价格
由于年初以来巴西雷亚尔持续贬值，而此时巴西大豆升贴水报价也在低位区间徘徊，
所以导致一季度巴西大豆到港成本持续下降至 2900 元/吨，3 月上旬因新冠疫情影响，
巴西大豆升贴水报价小涨，加上人民币汇率贬值，令进口成本微涨至 3100-3200 元/吨，
但随后再次快速回落至 2900 元/吨。大豆进口成本相对较低，成本端对豆粕价格的提振
作用减弱。
现阶段巴西进口大豆成本再度回升，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近期在需求
预期好转的提振下，美豆期价走出底部震荡区间，指数已反弹至 870 美分之上；第二，
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人民币一度贬值至 7.19，近期虽然
小幅升值，但是依然在 7 附近震荡；第三，巴西雷亚尔近期升值、以及大豆升贴水报价
快速走高，从 80 元/吨直线拉升至 120 元/吨。因此，在进口大豆成本增加的前提下，
豆粕指数价格也走出此前震荡平台，后期需继续关注人民币、雷亚尔等汇率变化，以及
南北美大豆的升贴水变化对国内进口大豆成本的影响。
图 3.3.1：南美大豆进口成本（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1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020 年油料半年度报告

图 3.3.2：人民币汇率

图 3.3.3：巴西大豆升贴水（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3.4.生猪产能稳步回升，豆粕需求预期转好
在国家鼓励生猪养殖的政策扶持下， 生猪产能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据农业农村
部监测数据显示，生猪存栏连续 2 个月环比增长。其中，3 月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 3.6%。
能繁母猪存栏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连续 6 个月环比增长，累计增长 13.1%。
目前生猪生产恢复面越来越广：北方大部分地区能繁母猪存栏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南方省份近期增速较快；规模场复产情况好于小散户；新生仔猪量逐渐增多——据对全
国 16 万家年出栏 500 头以上规模猪场监测，2 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环比增长，
2 月份、
3 月份环比增幅分别为 3.4%、7.3%，新生仔猪育肥 6 个月即可出栏，预示着下半年开始
商品肥猪上市量将逐步增加，对应的豆粕需求也将稳步回升。另外，此前养殖企业增加
生猪出栏体重现象较为普遍，导致现阶段生猪出栏体重平均在 130KG 左右，远高于非瘟
之前的正常出栏体重 100kg 的水平，这对豆粕的需求也将同比有所增加。
图 3.4.1：生猪、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变化（单位:%） 图 3.4.2：能繁母猪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 南华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生猪产能的完全恢复需要能繁母猪的存栏恢复，目前虽然能繁母猪
存栏环比增加，但是从能繁母猪结构来看，当前商品母猪转能繁母猪的现象普遍，导致
三元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在能繁母猪存栏中的占比增加，现阶段占比约为 44%左右，然而
三元能繁母猪的 PSY 在 14-15，二元能繁母猪的 PSY 在 21-22，令现阶段国内生猪 PSY
均值相对偏低，由于生育能力相对较差，规模企业养殖平均受孕率仅为 75%左右，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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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更差，同时三元母猪的产仔数也要比二元母猪低 5-6 个，而且受三元能繁母猪产能
不优质的影响，三元母猪的淘汰率远高于二元母猪，预计未来生猪存栏或呈现“高补高
淘”的态势。因此虽然生猪产能在稳步回升，但是整体的节奏和速度相对缓慢，目前来
看对豆粕需求尚难出现激增的预期。
图 3.4.3：猪肉价格（单位：元/千克）

图 3.4.4：生猪养殖利润（单位：元/头）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 南华研究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不仅生猪产能逐渐恢复，而且国家为了稳定猪价也不断的向市
场投放国储猪肉，截止 6 月中旬，2020 年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总量为 39 万吨，在此背
景下，生猪价格在创历史高点后呈现回落态势，而仔猪的价格虽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价区
间内，导致生猪无论是外购仔猪还是自繁自养生猪的整体养殖利润均出现大幅的下降，
这对养殖户尤其是散户的补栏积极性造成影响，而且非洲猪瘟疫情仍在国内散点式爆发，
由于目前尚未出现防治疫情的有效药物，对生猪产能是否能如期恢复再添不确定性。
总结来看，目前生猪产能在逐渐回升，但是在生猪生长周期、生猪价格回落、养殖
利润下降、非洲猪瘟疫情等不确定的影响下，生猪产能恢复速度缓慢，对豆粕的需求增
速或将呈现温和上涨。

3.5.肉类进口不断增加，冲击国内生猪市场
受生猪生长周期影响，国内生猪供给依旧是趋紧，为稳定猪肉价格，官方已采取多
项措施为增加进口，据官方数据，截至 3 月 24 日，海关总署共新批准 997 家肉类企业
在华注册，其中猪肉企业 450 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猪肉进口量也大幅攀
升，2020 年 1-4 月份我国进口猪肉总量约为 131.8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高达 179.92%，
创出历史同期的最新记录，分国别来看，美国位居第一，进口量为 25.45 万吨，占比
19.3%，第二西班牙进口量为 24.01 万吨，占比 18.3%，第三德国进口量为 19.79 万吨，
占比 15.1%。
另外，除了对进口猪肉制品行方面之外，外优质种猪进口也更加高效。海关总署称，
除拓展优质种猪及遗传物质来源，优先启动智利、芬兰等国优良种猪及遗传物质检疫准
入，协助进口企业恢复从美国进口种猪以外，还将做好种猪境外预检、口岸检疫等工作，
确保境外优质种猪“零等待”通关。数据显示，截止 3 月末，今年中国进口各类优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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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已达 4325 头。而在猪肉进口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他替代品肉类进口也不断增加，
以牛肉为例，海关发布数据显示，4 月份牛肉进口量增长 26.31%至 159,656 吨。
图 3.5.1：猪肉进口量（单位：千克）

图 3.5.2：牛肉进口量（单位：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南华研究

虽然当前我国生猪产能在稳步恢复，但整体的出栏速度难以满足需求增速，且为了
稳定猪价，预计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对种猪、猪肉、猪制品以及其他肉类的进口，这不仅
对国内生猪市场造成影响，同时也对猪料中豆粕需求形成冲击。

3.6.豆粕库存止降回升，后期累库概率较大
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春节后油厂开机推迟、国内 3-4
月份大豆到港量偏低，豆粕产出量较低，而下游现货成交尚可——截止 5 月末，2020
年豆粕现货加上基差共成交 2034.18 万吨，同比增加 4.59%，因此导致豆粕库存持续创
新低，4 月末创出历史新低至 13.61 万吨。
图 3.6.1：豆粕商业库存（单位：万吨）

图 3.6.2：豆粕未执行合同（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 南华研究

但是随着 5 月份大豆陆续到港，油厂开机率明显增加，大豆周度压榨达到 200 万吨
的超高水平，令豆粕去库存节奏戛然而止，且仅用一个月时间豆粕库存快速回升去年同
期水平至 64.16 万吨。对于三季度的走势，我们预计豆粕累库概率较大——首先，5-8
月份大豆到港量庞大，目前压榨毛利依旧在 180-220 元/吨的区间内，油厂或将继续保
持 200 万吨/周的超高水平，豆粕产出量也将继续增加；另外从豆粕库存年度对比图来
看，三季度豆粕库存上涨概率更大；再者，目前未执行合同处于往年同期均值水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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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验证下游采购量稳定。
基差方面，由于一季度受新冠疫情以及 3-4 月份大豆到港紧张影响，油厂开机下降，
令豆粕产出下滑，豆粕呈现去库存态势，导致现货价格整体强于期货，但是随着我国陆
续采购巴西大豆，市场预期 5-8 月份大豆月均到港量将达到 1000 万吨的水平，在供给
逐渐宽松，豆粕库存止跌回升的拖累下，现货报价整体弱于期货，豆粕基差高位回落，
预计三季度在到港压力的担忧下，豆粕基差继续维持弱势。对于四季度来看，目前从油
厂远月基差报价来看，均由目前的负值转为正值，预计四季度豆粕基差或逐渐走强。因
此，下游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提前采购基差合同，以防止后期基差走强导致企业采购成
本增加的风险。

3.7.行情展望
供给方面来看，根据船期统计，6-8 月份大豆月均到港量达到 1000 万吨超高水平，沿
海油厂周度压榨量高企，豆粕现货进入累库存态势，三季度豆粕现货压力较大。四季度巴西
大豆可供量有限，若中美紧张关系持续，我国采购美豆的数量不及预期，那么 10-12 月份大
豆供给量将呈现趋紧态势，豆粕价格在四季度将得到支撑。需求方面，由于国内生猪产能逐
渐回升，我们预计下半年饲料需求明显好于上半年。尽管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执行存在不确定
性，但是由于四季度国内豆粕需求会明显好转，所以我们认为豆粕四季度价格会好于第三季
度。从单边价格上来看，国内豆粕价格总体上还是会跟随美豆价格走势，美豆 7-8 月份进入
关键生长期，一旦天气出现问题，将刺激美豆期价上涨，从而带动连粕价格继续上行，或推
动连粕突破 3000 元/吨关口。如果美豆主产区天气风调雨顺，同时中国积极买入美豆，则我
们认为豆粕价格有可能回到 2600-2700 元/吨区间。风险因素是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再次爆
发，终端需求恢复不及预期。

中加关系尚未缓解，原料趋紧提振菜粕
4.1.菜籽主产国面积下降，全球供给预期趋紧
USDA 数据显示，2019/20 年度全球油菜籽总产量 6802 万吨，同比减少 5.44%，连
续第三年下降，这主要是主产国加拿大和欧盟菜籽产量下滑所致。
加拿大方面：中加关系紧张导致加拿大菜籽对华出口量锐减，令加拿大农户减少油
菜籽的播种面积，同时，收获期间产区天气条件恶劣也是造成收获面积减少的另一个主
要因素。新作方面，受当前价格低迷和中加关系紧张持续的影响下，5 月 7 日加拿大统
计局发布的播种意向报告显示，2020 年加拿大的油菜籽播种面积将达到 2060 万英亩，
比上年减少 1.6%，这将是连续第三年播种面积减少，创下 20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低
于业内平均预期的 2110 万英亩。作为对比，加拿大农业部早先预测播种面积同比降低
2.1%。
欧盟方面：欧盟油菜籽产地受播种面积下滑、天气条件偏差以及虫害等影响，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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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产量延续去年下降趋势。欧盟委员会供需报告显示，2019/2020 年度欧盟油菜籽
产量预计为 1665.4 万吨，低于上年度的 2001.5 万吨，也低于过去 5 年均值 2131 万吨，
创下了 1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乌克兰、俄罗斯、美国等地油菜籽产量小幅增加，对比来看，减产幅度远远大
于增产幅度，在油菜籽主要出口国产量纷纷下滑的背景下，使得全球油菜籽供应格局面
临偏紧局面。
图 4.1.1：全球油菜籽产量（单位：百万吨）

图 4.1.2：菜籽产量分国别（单位：千吨）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4.2.中加关系仍未缓解，加菜籽采购仍受限
对我国而言，加拿大油菜籽进口量约占我国油菜籽进口量的 90-95%，几乎是我国
进口油菜籽的主要来源国。虽然我国还进口内蒙、俄罗斯等地油菜籽，但数量级太小。
2020 年 1-4 月我国油菜籽进口总约 89.26 万吨，同比减少 35.45%，今年前 4 个月我国
从加拿大进口量约为 54.8 万吨，同比下降 56.79%。下降的原因也是众多周知的 2018
年开始的“孟女士”事件。
今年 4 月初加拿大农业部表示，中国有望允许该国向其出口一部分油菜籽产品，但
前提是其产品杂质含量必须在 1%以内，该消息一出导致菜粕价格跌停，豆粕价格跟随
大幅下挫。但很快在 4 月 3 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否认，因多次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
籽中检出危险性有害生物，中方暂停了两家问题严重的加拿大油菜籽企业对华出口资质。
表 4.2.1：菜籽分国别进口（单位：吨）
全国

加拿大

俄罗斯

蒙古

澳大利亚

2016 年

3565017

3437621

19397

44770

63230

2017 年

4747066

4511938

58569

95664

55000

2018 年

4766119

4452966

204510

83521

25123

2019 年

2737444.53

2357602.79

188388.83

57931.29

133521.63

2020 年 1-4 月

892621.33

548183.25

82565.27

12304.46

249568.34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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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凌晨 2 点，持续了近 1 年半的“孟女士事件”迎来关键裁决，544 个日日
夜夜的“软禁”后，孟女士依然无法重获自由，裁决结果不及市场预期乐观，中加紧张
关系持续，受此影响，菜粕出现阶段性反弹。因此，在中加紧张关系持续的背景下，预
计下半年我国菜籽进口量依然偏低，国内供给继续呈现趋紧态势。

4.3.菜籽压榨趋于低位，菜粕整体产出下降
上文提到菜籽进口量下滑，沿海菜籽库存一直在历史同期低点，截止 6 月 12 日，
沿海油菜籽库存仅 17.9 万吨，在新冠肺炎疫情加上菜籽原料趋紧的背景下，导致油厂
开机率持续维持低位，二季度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对比来看，当前油厂开机率依旧处于
近年来的偏低水平，
截止第 24 周，全国菜籽压榨总量约为 101.2 万吨，同比减少 30.5%，
菜籽压榨量大幅下降，菜粕产出量亦出现下滑，从菜粕的库存走势图可以看出，上半年
菜粕库存一直维持在历史同期的低点，目前沿海菜粕库存仅 2.65 万吨。
三季度来看，在中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菜籽进口量预期同比下滑，预计菜籽压榨
量依旧维持低位，菜粕产出量或将延续低位态势。
图 4.3.1：油厂开机率（单位：%）

图 4.3.2：菜籽压榨量（单位：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 南华研究
图 4.3.3：菜籽库存（单位：吨）

图 4.3.4：菜粕库存（单位：吨）

资料来源：天下粮仓 南华研究

4.4.杂粕替代进口增加，挤占菜粕消费空间
中加贸易关系紧张导致我国进口加拿大菜籽大幅减少，沿海油厂菜粕库存也处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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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为弥补菜籽、菜粕的缺口，我国逐渐增加菜粕、葵花籽等替代品进口：一是，
葵花籽替代菜籽——2019 年葵花籽全年进口量激增至 30.25 万吨，同比增加 117%，2020
年前 4 个月我国进口葵花籽为 9.89 万吨左右，同比增加 0.24%，以目前的进口速度和
数量来看，下半年我国葵花籽进口量将继续稳步增加。二是，进口菜粕增加——海关数
据显示，2019 年我国进口菜粕总量为 158 万吨左右，同比增加 21.33%，今年前 4 个月
我国进口菜粕量达到 51.9 万吨，同比增加 7.5%。
表 4.4.1：菜粕分国别进口（单位：吨）
全国

加拿大

埃塞俄比亚

2015 年

122796.87

9569.94

0

2016 年

503654.83

496682.83

0

2017 年

965325.78

933485.39

11944.32

2018 年

1302764.88

1275391.37

3800.06

2019 年

1580696.705

2020 年 1-4 月

519040.042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哈萨克斯坦

阿联酋

1429085.606 1195.02

49990.929

100425.13

416072.626

18839.629

84127.74

0

南华研究

图 4.4.2：葵花籽进口量（单位：千克）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南华研究

虽然原来菜籽的进口量大幅下滑，导致菜粕的产出量亦减少，菜粕的供给量呈现趋
紧态势，但是自中加关系紧张，我国采购加菜籽受限后，菜籽的副产品菜粕进口量大幅
增加，当前进口菜粕逐渐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力军（加拿大依旧是菜粕的主要来源国），
加上葵花粕、棕榈粕的产量亦增加，挤占了国内油厂压榨产出的菜粕消费空间。

4.5.终端需求依旧疲弱，菜粕呈现“旺季不旺”
水产消费方面，菜粕季节性消费较为明显，每年 3-4 月份开始南方地区逐渐备货启
动，9 月份达到全年的消费高点，随后 10 月份开始回落。据统计来看，5-9 月份水产料
产量占全年的 65%。由于去年压塘现象严重，且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南方水产养殖
投苗时间有所推迟，加上杂粕的大量进口和产出，以及目前豆菜粕价差处于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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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的性价比增加，对菜粕的替代作用亦增加，因此即使随着温度的回升，水产养殖进
入旺季，但是菜粕呈现“旺季不旺”的局面——截止 6 月 12 日，菜粕总共成交量约为
27.59 万吨，较近五年均值减少 28.54%，与此同时，南方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近期
两广地区的暴雨已经对水产养殖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近一个月以来菜粕的周度成交量
极为清淡，使得菜粕价格走势也较为疲弱。目前来看，中加紧张关系仍将持续，预计我
国将继续加大葵花籽、棕榈粕、菜粕等进口，对菜粕价格继续形成压力。
图 4.5.1：饲料中菜粕添加比例弹性（单位：万吨） 图 4.5.2：菜粕周度成交量（单位：吨）

资料来源：买豆粕网 南华研究

4.6.下半年关注买豆空菜机会
跨品种套利策略：关注豆菜粕价差扩大机会，逢低入场。
操作逻辑：一是从历年价差走势来看，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豆菜粕 09 价差走扩的概率
更大；二是 9 月份之后菜粕逐渐进入消费淡季，下游备货基本接近尾声，而生猪产能稳步恢
复，下半年豆粕需求好于上半年；三是，三季度北美产区进入天气市，通常 7-8 月份存在天
气炒作的可能；四是，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若四季度依旧持续紧张，我国采购美豆
停滞，大豆供给存在趋紧预期，提振豆粕价格。基于以上几点因素，建议下半年重点关注豆
菜粕 09 价差扩大机会，逢低买入。
风险点在于四季度大豆供给较为充裕，以及非洲猪瘟疫情再次重来，拖累豆粕价格，影
响套利预期结果。
图 4.6.1：全国水产饲料月度占比（单位：%）

图 4.6.2：豆菜粕 09 价差走势图（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南华研究

2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020 年油料半年度报告

4.7.行情展望
全球菜籽供给量趋紧，加上中加关系依旧紧张，原料菜籽的供给紧张，加上生猪产
能逐渐恢复，依旧提振菜粕的价格。但是颗粒菜粕及替代品杂粕的进口量激增，加上豆
菜粕价差处于相对低点，除了水产中菜粕的刚性需求外，其他消费中豆粕的替代性增加，
以及南方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近期两广地区的暴雨已经对水产养殖造成明显的不利
影响，且今年夏季大概率还是厄尔尼诺现象，对应的我国降雨量同比会有所增加，或继
续影响水产品鱼虾的生长，这或限制菜粕的上涨空间。除此之外，菜粕价格整体跟随豆
粕走势，我们认为菜粕在 2200 元/吨处存在较强支撑，上方有望突破 2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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