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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攻坚战、持久战。中美仍在接触谈判，市

场不确定性增加，在明确结果出来前，仍应注意规避风险。建议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管理和仓位控制。

2、豆粕主力合约已经切换成为 1905 合约，12 月豆粕 1905 预计

波动区间 2500-2750，经过 11 月豆粕期价的震荡下跌，12 月大概率震

荡回调概率加大。建议豆粕 1905 尝试轻仓日内交易为宜。企业逢高进

行基差点价交易，提前锁定高点的豆粕卖出价格。

3、套利策略方面，建议关注 1905 合约的做多油粕比价，1905 合

约豆菜粕比价无好的进场点，建议观望。一定要设好止损，达到止损

位即刻止损。推荐指数：3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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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面分析

（一）全球大豆供给充裕 中国、巴西供给压力较小

美国农业部 11 月度供需报告指出，18/19 年全球油籽展望，下调产量和出口量，上调库存量。

全球大豆产量下调 200 万吨，主要由于美国和阿根廷减产多于中国、印度和乌克兰增产。全球大豆

出口量下调 200 万吨至 1.554 亿吨。全球油籽库存上调 240 万吨至 1.262 亿吨，主要由于大豆和葵

花籽库存量上涨。全球大豆库存量上调 200 万吨至 1.121 亿吨，库存量上调的国家有阿根廷、印度

和美国，下调的国家有中国和巴西。

（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仍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推进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上调关税的计划，并表示

如果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谈判没有促成贸易协议，则他还将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剩余进口产品征收

关税。

特朗普表示，美国唯一可以接受的协议是中国开放其经济以让美国公司公平竞争。根据报道，

美国总统表示，“唯一的协议是中国必须开放自己的国家，以便允许美国展开竞争。至于其它国家，

这就取决于他们了。”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仍存。密切关注 G20 峰会，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演变。

（三）中国进口非美国大豆（巴西大豆）保持高位，中国进口美豆迅速下

滑至冰点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底，2018 年 8-10 月中国大豆进口量呈下降趋势，2018 年 10 月中国大豆进

口量为 692 万吨，同比下降 15.3%。2018 年 3 月、4月、7月和 10 月进口大豆数量同比下降超过 10%。

总体而言，2018 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处于下降趋势。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 10 月进口了 653

万吨巴西大豆，高于上年同期的 338 万吨；而进口的美国大豆数量下滑至 66,955 吨，上年同期为

133 万吨。

进口成本方面，2018 年 11 月 27 日，进口南美大豆到港成本为 3338.6 元/吨，2018 年 11 月末

数据同比 17 年同期上涨 29.21 元/吨，即 0.88%，2018 年 11 月末数据环比 18 年 10 月末下降 261.39

元/吨，即 7.26%。南美进口大豆成本自 2018 年 10 月开始文件下跌，目前仍处下跌趋势当中。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港口检验数据，自 7月底以来，运往中国大陆的美国大豆不到 50 万吨。相比

2017 年 8 月至 11 月期间，有将近 1800 万吨美国大豆运往中国，目前的中国进口美豆的量相比 2017

年同期仅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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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进口大豆量难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wind

图 2:进口大豆港口库存仍居高位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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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进口南美大豆成本 11 月末较 10 月末价格下跌 261.39 元/吨，仍处跌势

资料来源：wind

（四）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持续扩散，终端下游对豆粕需求放缓，隐忧持续

目前，国内非洲猪瘟疫情呈现多点散发、趋于平稳、防控有效、总体可控的态势。自 8月初我

国首次发现非洲猪瘟以来，截至 11 月 22 日，全国有 20 个省份 47 个市（区、盟）发生 73 起家猪疫

情、1起野猪疫情，累计扑杀生猪 60 万头。已有 7个省的 24 个疫区按 规定解除封锁，其中，河南

和江苏省的疫区全部解除封锁。我国自 8月份以来，已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72 起，其中 8月份 4起、

9月份 20 起、10 月份 27 起、11 月份迄今 22 起。

虽有非洲猪瘟疫情，但生猪市场供给依旧充裕。按照 2017 年生猪出栏 6.89 亿头测算，疫情处

置中扑杀生猪占全国出栏量的比重仅为 0.087%，直接影响非常有限，市场供应总体上仍处于相对宽

松状态。按照 2018 年 10 月生猪存栏 3.25 亿头测算，疫情处置中扑杀生猪存栏的比重仅为 0.18%，

对于庞大的生猪存栏来看影响有限。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非洲猪瘟病毒怕热不怕冷，低温条件下存活能力更强、存活时间更久，后

续非洲猪瘟对于养殖业的心理打击作用仍存。

非洲猪瘟疫情对于生猪存栏消减作用有限，毕竟国内生猪存栏量十分巨大，但是，只要是出现

非洲猪瘟疫情的地区，猪价表现低迷，甚至还有地区有大幅的降价，可见非洲猪瘟疫情对于下游消

费拖累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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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殖利润分化

从养殖利润来看，蛋鸡养殖利润处于高位且季节性有一定的下降趋势；毛鸡养殖利润出近 5年

高位，并且有进一步上行趋势；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 3季度冲高回落，4季度有进一步走差的趋

势。

分主体来看，小散养殖户，养殖方式落后，存活难度进一步加大。大型的龙头养殖企业方面，

禽蛋类处于景气周期，但生猪类处于中等偏差景气周期。

图4：蛋鸡养殖利润居于高位，或存回落风险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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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毛鸡养殖利润创近5年高点，有进一步上行动能

资料来源：wind

图6：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居于低位，或存回落风险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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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降低蛋白倡议稳步落地，饲料产量同比下降

10 月，饲料工业协会已经提出了降低配方中蛋白饲料的倡议，企业已经开始在行动，豆粕用量

进一步下调，利空豆粕的消费，从而进一步施压豆粕期价。

2018年，1-10月份猪饲料产量同比下滑根据饲料工业协会追踪的180家饲料企业数据显示，2018

年 1-10 月份饲料生产总量较 2017 年同比下降 2.3%，其中生猪、肉禽、水产饲料分别下滑 5.8%，1.8%，

0.6%；蛋禽饲料增加 5.7%。生猪饲料中，仔猪料产量为 282.3 万多吨，同比下滑 7%；母猪料产量为

94.6 万吨，同比下滑 5.7%。

图7：2018年饲料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wind

（七）豆粕大商所注册仓单位于历史较高水平，豆粕库存压力大

2018 年 11 月 27 日，豆粕期货大商所注册仓单 8,273 手，2018 年 11 月末数据同比 17 年同期上

涨 3773 手即 83.84%，2018 年 11 月末数据环比 18 年 10 月末下降 2232 手即 21.24%。豆粕大商所注

册仓单位于历史较高水平。

2018 年 11 月 27 日，菜粕期货郑商所注册仓单 0张，2018 年 11 月末数据同比 17 年同期下降

2180 张即 100%，2018 年 11 月末数据环比 18 年 10 月末持平。

2018 年 11 月 25 日，豆粕全国库存 105.52 万吨，2018 年 11 月末数据同比 17 年同期上涨 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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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即 87.12%，2018 年 11 月末数据环比 18 年 10 月末上涨 21.24 万吨 25.20%。

2018 年 11 月 27 日，进口大豆港口库存为 698.7 万吨，2018 年 11 月末数据同比 17 年同期上涨

19.9 万吨即 29.31%，2018 年 11 月末数据环比 18 年 10 月末上涨 0.70 万吨即 0.10%。

图 8:豆粕库存压力大

资料来源：wind
图 9:豆粕大商所仓单处于高位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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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BOT大豆期货及期权 CFTC持仓情况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的持仓报告显示，11 月 20 日大豆期货及期权，生产商/

贸易商/加工企业/用户较上周小幅增持净空单，资产管理机构较上周小幅增加净空单。
图 10:CBOT 大豆资产管理机构持仓

资料来源：wind

图 11:CBOT 大豆生产/贸易/加工/用户持仓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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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厄尔尼诺现象提振 2018/19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

“厄尔尼诺”是一种反常的自然现象，它形成于南美洲的西岸，也就是太平洋东部的热带的海

域，在很多的国家人们称之为“圣婴现象”，由于此地海表温度的持续增加，形成厄尔尼诺暖流，

影响到全球的气候变化。

根据日本等国的气象资料，2018 年度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现，导致全球变暖、局部干旱，并颇

有可能延续到 2019 年春季。大豆主要供应国巴西将受惠于此，其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品种有可能

获取更大收益。

根据巴西咨询机构 AgRural 公司发布的报告，2018/19 年度巴西农户种植大豆的速度超过任何其

他年份。巴西大豆播种面积达到 3580 万公顷，产量预计达到 1.203 亿吨。叠加产量的增加，势必增

加全球的 2018/19 年度的大豆供给。

二、操作建议

图12：油粕比价再次逼近近8年低点后小幅反弹（主要是受主力换月豆粕1905）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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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豆粕菜粕比价逼近4年高点后，回调（主要是受主力换月豆粕1905）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攻坚战、持久战。中美仍在接触谈判，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在明确结果出来

前，仍应注意规避风险。建议理性投资，注意风险管理和仓位控制。

豆粕主力合约已经切换成为 1905 合约，12 月豆粕 1905 预计波动区间 2500-2750，经过 11 月豆

粕期价的震荡下跌，12 月大概率震荡回调概率加大。建议豆粕 1905 尝试轻仓日内交易为宜。企业逢

高进行基差点价交易，提前锁定高点的豆粕卖出价格。

套利策略方面，建议关注 1905 合约的做多油粕比价，1905 合约豆菜粕比价无好的进场点，建议

观望。一定要设好止损，达到止损位即刻止损。推荐指数：3颗星。



分析师承诺

本人(或研究团队)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
人(或研究团队)的研究观点。本人(或研究团队)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
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
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

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
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
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
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北京 深圳 香港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号中国中期大
厦 A座 6层(邮编:10002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商务
中心 A座 15层(邮编:518031)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3号亿利商业大厦
23层 B室

电话: 010-65807827 0755—23818333 00852-25739399

客服: 95162 400-8888-160

网址: www.cifco.net http://www.cifco.net

北京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号中国中期大厦 A座 6层

电话： 010-65807827

网址： www.cifco.net


	基本面分析
	（一）全球大豆供给充裕  中国、巴西供给压力较小
	（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仍存
	（三）中国进口非美国大豆（巴西大豆）保持高位，中国进口美豆迅速下滑至冰点
	（四）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持续扩散，终端下游对豆粕需求放缓，隐忧持续
	（五）养殖利润分化
	（六）降低蛋白倡议稳步落地，饲料产量同比下降
	（七）豆粕大商所注册仓单位于历史较高水平，豆粕库存压力大
	（八）CBOT大豆期货及期权CFTC持仓情况
	（九）厄尔尼诺现象提振2018/19年度巴西大豆产量

	操作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