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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投资策略—农产品 
              强烈关注：☆☆☆   积极关注：☆☆    一般关注：☆ 

        本周推荐 

 本周推荐 

 

 

 

 

 

 

 

本周提示（说明：数据、事件、节假日交易日提示） 

            

 

 

 

 

【跨期套利】 

 

 

品种合约 机会类型 操作计划 操作评级 

   ☆☆ 

    

    

    

    

    

    

    

时间 提示内容 影响领域 备注 

2 月 5 日                                                  美国周度出口检验报告 农产品  

2 月 8 日 
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美国周度出口

销售报告 
农产品  

2 月 9 日 CFTC 周度持仓报告 农产品  

    

    

    

    

    

    

    

 

 

 

部门：瑞达期货研究院 

农产品策略研究组 

        

咨询电话：4008-8787-66 

网    址：www.rd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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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豆一 1805 合约在盘整过后再度下挫，跌幅为 1.7%，收报 3467 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黑龙江地区中储粮大豆收购工作重新启动，各库点国标三等大豆收购价为 3550 元/吨或

3600 元/吨。 

现货情况 2 月 1日，佳木斯建三江地区毛粮大豆收购价格在 1.66元/斤。 

上下游情况 今年节前备货情况不如往年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豆一库存仓单 15860 张 

关键价位 下方支撑位在 3400元/吨，上方压力位在 3550元/吨(A1805) 

其它 无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逢高抛空 
在3500元/吨附近做空，止损3540元/吨，

目标3400元/吨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黑龙江哈尔滨地区国产大豆现货走势图   图2  黄大豆1号前二十名净持仓势图 

  

短期中储粮入市收购，制约国产豆现货价格下跌  截至 2018 年 2 月 2 日，净空持仓为 43353 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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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但是由于国产大豆增产，农户手中待售余

粮比例高于去年，供应压力尚未完全释放，市场

价格后市或承压。 

 之前一周五减少 4467手。当周前二十名多增空减，

但盘面价格明显下挫，后期部分多头可能止损离

场。 

 

豆    粕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因天气市多变，上周豆粕跟随美豆冲高回落，M1805下跌 0.14%，收报 2767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2018年大豆价格首次涨至 10美元/蒲大关，因为南美大豆产区天气形势令人担忧。美

国农户开始制定下季播种计划，价格上涨可能影响到播种规模。在春播开始之前，一些

农户和市场分析师认为大豆播种面积将超过玉米。Bennett咨询公司总经理 Matt 

Bennett认为今年美国农户将种植多达 9150万英亩大豆。 

现货情况 截至 1 月 28 日，沿海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90.25 万吨 

上下游情况 
1月 22日-1月 26日，国内油厂开机维持高开机率本周全国油厂开机率为 53.5%，较上

周增长 1.5%；全国大豆压榨量为 188万吨，环比增长 11万吨。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豆粕库存仓单 12058张 

关键价位 下方支撑位在 2720元/吨附近，上方压力位在 2830元/吨附近（M1805）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逢低短多 

在 2720-2750 元/吨区间择

机短多，止损 2700 元/吨，

目标 2810-2830 元/吨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区间交易 

在 2660-2900 元/吨区间内

高抛低吸，止损各 50 元/

吨 

☆ 

套利交易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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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解读》 

   图1  国内张家港地区豆粕现货价格   图2 豆粕期货前二十名净持仓走势图  

  

阿根廷降雨预期引发美盘变动，国内豆粕亦受影响，

而表现反复。2018 年 2 月 2 日江苏地区豆粕蛋白含

量 43%报价为 2840 元/吨，比之前一周下跌 30 元/吨。 

 

 

截至 2018 年 2 月 2 日，豆粕期货前二十名净空持

仓 248228 手，较之前一周减少 14983 手，结束之

前连续两周增加。多头头寸较上周增加 63536 手，

空头头寸较上周增加 48553 手。 

 

豆    油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Y1805合约反弹乏力，再度走弱，下跌 2.86%，收报 5630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截至 2018年 1月 16日的一周，投机基金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豆油期货以及期

权部位持有净空单 5,832手，作为对比，一周前持有净多单 11,912手。 

现货情况 截至 1月 31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 149.92万吨 

上下游情况 节前备货基本结束，成交减少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豆油注册仓单为 23562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 5400元/吨附近，压力位 5760元/吨附近（Y1805合约）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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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逢高抛空 
在5670元/吨附近择机抛空，止

损5720元/吨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豆棕套利持有 
买 Y抛 P1805套利持有，止损

490元/吨，目标 620 元/吨 

☆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国内张家港地区豆油现货走势图     图2  国内豆油库存图 

  

截至 2018 年 2 月 2 日，张家港四级豆油价格为 5550

元/吨，较之前一周下跌 120 元/吨。 

 

 

备货活动结束，下游成交减少，油厂节前维持开机，

后期豆油库存下降幅度有限，库存的绝对高位，令

价格再度承压。 

 

棕  榈  油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连棕榈 1805合约表现疲弱，创出新低，下跌 0.9%，收报 5090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印度继续上调植物油进口关税。其中将毛棕油进口关税上调至 33%（此前 30.9%），精炼

棕榈油上调至 44%（此前 41.2%），毛豆油上调至 33%（此前 30.9%），毛葵油和菜油上调

至 27.5%（此前 25.75%）。 

现货情况 2月 2日，国内棕榈油库存为 66.2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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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情况 消费需求表现低迷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棕榈油注册仓单为 500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 4930元/吨，压力位 5220元/吨（P1805）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逢高抛空 背靠5日均线短空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走势图   图2  国内棕榈油商业库存走势图    

  

马来西亚 12 月棕榈油库存升至 273.17 万吨，创近

25个月来新高，同时也是近 11年来历史同期的最高。

1 月产量和出口预期同比下滑，库存可能维持高位。 

 

 

豆棕现货价差偏低，加上气温较低，抑制棕油终端

消费，国内棕榈油港口库存回升至正常水平。 

 

油菜籽 

---------------------------------------------------------------- 

《上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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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RS1807合约无成交。 

焦点事件数据 

2月 2日，加拿大油籽加工商协会（COPA）发布的油籽周度压榨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月 31日的一周，加拿大的油菜籽压榨量为 184,379吨，比上周的 181,669吨增加

1.5%。 

    本年度迄今的油菜籽压榨量为 4,615,091吨，去年同期为 4,701,918 吨。 

    本周油菜籽加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为 83.1%，上周 81.9%。本年度迄今为 85.0%，

去年同期为 89.3%。 

    2016/17年度（8月份至 7月份）的油菜籽压榨量为 9,191,373吨，较 2015/16

年度的 8,315,351 吨增长 10.5%。2016/17 年度产能利用率为 88.1%，2016/17年度为

84.0%。 

现货情况  根据 WIND咨询，湖北菜籽现货价格 4900元/吨，价格持稳。 

上下游情况 

2017年各地政府均未对菜籽执行收购政策，种植效益不佳，2017/18 年度国内油菜籽产

量下滑至 410万吨，相较于去年的 450 万吨，下降了 8.9%。当前国产菜籽逐渐殆尽，

市场上很难找到货源，国内菜籽价格基本以稳定为主。进口菜籽方面，根据最新市场机

构跟踪来看，菜籽到港量达到 48.3万吨，到港量依然较大，上游供应充足。 

库存仓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菜籽注册仓单为 0张，有效预报 0张。 

其它 无 

《本周策略》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观望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油菜籽沿海库存表   图2  全国菜籽工厂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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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01月 25日福建及两广菜籽沿海库存量小幅回落，

至 29.8万吨，环比上周跌幅 7.74%，根据市场跟踪情况，

2018年 1月份菜籽到港量在 48.3 万吨左右，到港量较

大，原料基本无忧。 

 

 

 

近期全国工厂开机率大幅回升，截止 01月 26日，

全国工厂开机率回升至 19.26%。随着原料到港，油

厂重启开机。纳入调查的 101 家油厂菜籽压榨量增

加至 96480吨，较上周 65480 吨增加 31000吨，增

幅 47.34%，其中国产菜籽开机率稳定在 2.78%。 

   

 

菜 粕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RM1805冲高回落，收报 2311元/吨，涨 13元/吨，涨幅 0.57%。 

焦点事件数据 
2017年 11 月菜粕进口量约为 12.56 万吨，同比大幅增加。2017 年截止 11月份我国累

计进口菜粕 88.75万吨，同比去年累计进口增加 38.38万吨，同比增幅 76.20%。 

现货情况 根据布瑞克数据，广东菜粕价格 2250元/吨，价格小幅走弱。 

上下游情况 

因天气预报阿根廷气温下降并有望迎来降雨，南美天气转好令美豆大幅回落，打压国内

油粕行情。国内方面，虽然菜籽油工厂开机率因原料到港大幅走高，但菜粕提货速度加

快，使得菜粕库存继续下滑。 

库存仓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菜籽粕注册仓单 8452张，有效预报 1271张。 

关键价位 压力位 2340元/吨，支撑位 2240元/吨。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

级 

短线（1周内） 区间交易 
RM1805 合 约 在 区 间

2260-2340 元/吨内高抛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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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止损各 20 点。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两广地区菜粕库存图   图2  菜粕1805合约主力资金变化图 

  

截止 01月 26 日，两广和福建地区库存和未执行合同

分别为 5.38 万吨和 15.1万吨，库存较上周 5.94万

吨减少了 0.56万吨，降幅 9.43%,虽然本周菜籽油厂

开机率大幅回落，但菜粕提货速度加快，导致库存继

续下滑。 

 

 

上周菜粕 1805 合约主力资金净空持仓延续缩减态

势，因主流多单持仓量高于空单持仓量，周度持仓

流入明显，多空博弈较为激烈，暗示市场分歧加剧。 

 

菜   油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OI1805期价大幅回落，收报 6344元/吨，下跌 174元/吨，跌幅 2.67%。 

焦点事件数据 

1.2017年 11月我国进口菜油 4.1万吨，同比减少 43.30%。2017/18 年度截至目前，我

国 1-11月累计进口菜油 69.05万吨，同比增加 8.78%。 

2.1月 26日根据国家粮油交易中心数据，2013年国储菜油计划抛储 46307吨，成交数

量 46295 吨，成交比率 99.97%，成交均价 6343吨，截止目前共计抛储约 20万吨，市

场成交良好。 

现货情况 根据布瑞克数据，广东菜油价格 6350元/吨，价格持续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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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情况 

国家粮油中心连续四周抛储，成交情况整体良好，平均成交率达到 95%以上，而 2014

年临储菜油约 90多万吨已定向销售给企业，今年 6月份前将全部出库。菜油额外供应

将加大，同时小包装油已渐入尾声，菜油走势或偏弱。 

库存仓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菜油注册仓单为 10477张，有效预报 4294张。 

关键价位 压力位 6500元/吨，支撑位 6300元/吨。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反弹抛空 
建议OI1805合约背靠5日线轻

仓试空，止损于10日线上方。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观望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菜油沿海库存    图2  菜油1805合约主力资金变化图  

 
 

截至 1 月 19 日，菜油沿海库存小幅回落，至 9 万吨，

周环比跌幅 7.22%。因菜籽油厂开机率回落叠加节前

备货，沿海菜籽油库存继续下滑。截止本周，政府已

连续三次抛储，约 15 万吨菜油流入市场，增加菜油供

应。 

 上周菜油 1805合约净空持仓震荡缩减，但减幅不

大，整体仍处于高位，周日空单持仓量放大，下破

前低支撑，料主流资金看空情绪加重，或偏弱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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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蛋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JD1805合约继续下跌，收报 3614元/吨，跌 62元/吨，跌幅 1.69%。 

焦点事件数据 

根据芝华数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 12月在产蛋鸡存栏量为 11.25亿只，较 11月

增加 0.62%，同比去年减少 7.41% 。2017年 12月后备鸡存栏量为 2.68亿只，较 11月增

加 2.69%，同比增加 25.23%。 

现货情况 主产区蛋价小幅走高，至 4.15元/斤（博亚和讯） 

上下游情况 
当前主销区人口回流明显，市场反应由于贸易商整体库存偏低，当前临近春节，内销转好，

产区走货加快，本地要货量变大，使得货源更为紧缺，致使蛋价走高。 

库存仓单 DEC鸡蛋注册仓单为 0张。 

关键价位 阻力位：3800元/500 千克，支撑位：3600元/500千克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轻仓试多 

JD1805合约依托3600元/吨一线

轻仓试多，止损3570元/500千

克。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多9空1” 

建议持仓空 JD1805 多 JD1809

反向套利继续持有，目标位看

-650，止损-550。 

 

☆ 

 

现货套保 观望 
  

 

《图表解读》 

图1   鸡蛋主产区现货均价   图2  鸡蛋1805合约主力资金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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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现货蛋价震荡小幅走强，截至 2 月 02 日全国

主产区均价为 4.15 元/斤（根据博亚和讯），因产区

内销走货加快，产区看涨。销区价格引导作用减弱，

后市更应关注产区走货情况。 

 

 

上周，JD1805 合约净持仓震荡缩减，因多单量增幅

高于空单量，3600 元关口下方买盘力量较强，主流

资金或在此显有分歧。 

 

 

 

白   糖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郑糖 1805主力合约期价报收类十字星 

焦点事件数据 

1、从海南糖协了解，海南省 2017/18 年榨季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止，已入榨蔗量

91.21 万吨，比上榨季同期的 65.74 万吨多榨 25.47 万吨；尚存蔗量 68 万吨，比上榨季

同期的 97 万吨减少 29 万吨,产糖量 10.29 万吨，比上榨季同期的 7.08 万吨多产糖 3.21

万吨。2、出于对价格更低的巴基斯坦糖进口的忧虑，印度食品部正极力推动将食糖进

口关税从目前的 50%上调至 100％。由于巴基斯坦国内食糖供应过剩，该国已将补贴的

食糖出口配额量从 50 万吨提高至 200 万吨。 

现货情况 广西中间商新糖报价 5970-6070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市场而言，全球食糖增产背景影响下，叠加全国甘蔗高峰期，导致后期供应压

力增加明显；国内各地区现货价格处于持稳状态；另外目前白糖新增工业库存进入急速

增长周期，受到进口保障措施的管控，2017年白糖进口量创 2010年新低；此外今年春

节需求呈现旺季不旺态势，产区对甘蔗的兑付率相比去年同期偏低，可见糖厂资金压力

暂无缓解。供需宽松矛盾越发加剧，关注近期强冷空气降温对于主产区甘蔗的受灾影响

程度，对于糖价而言，节前郑糖若受到霜冻天气的提振将小幅反弹，但是空间不大。 

天气情况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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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仓单 郑商所仓单 51004 张，有效预报 2511张 

关键价位 压力 5880元/吨，支撑 5700元/吨（1805合约）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区间震荡 
建议郑糖1805在5700元/

吨-5880元/吨区间震荡。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震荡 
建议在5500-6200区间震

荡为主. 

☆ 

中线（1-3个月） 观望 观望 ☆ 

套利交易 观望 观望 ☆ 

现货套保 观望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  国内食糖新增工业库存   图2  郑糖合约前20名净持仓变化图 

  

截至2017年12月底，国内白糖新增工业库存为128.53万

吨，环比上个月的36.91万吨回升了2倍以上%的幅度，后

期来看，随着新糖集中上市，新增工业库存将逐步回升，

目前贸易商工业库存处于相对平衡状态，预计后期将进入

新年度增长的趋势。 

 

 

截止 2018年 02月 02日主流资金净空持仓为 19665

手，较上周空头延续增仓，市场看空气氛仍增加，

加上无利多因素的支撑，导致空头持仓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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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棉纱 

-------------------------------------------------------------------------------------------------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本周郑棉 1805合约期价大幅下跌，CY1805合约期价下探回升 

焦点事件数据 

1、美国农业部(USDA)周四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1 月 25 日止当周，美国陆

地棉出口装船 30.51 万包，创市场年度高位，较之前一周增加 31%，较四周均值增加

21%。  2、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纤维检验所获悉，截至目前，全州棉花仪器化公证

检验数量达 60.3 万吨，检验 2665746 包、10225 批；棉花公证检验数量仍位居全国第二。 

现货情况 棉花指数 3128B 价格报收 15716 元/吨；中国棉纱价格指数 C32S 价格为 22970 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市场，上游棉花现货价格保持稳定，市场上优质棉结构仍具备优势；叠加工业

库存和商业库存同比大幅上升，阶段性将不断施压棉价；随着储备棉库存的消化，纺织

企业对新棉的需求逐渐增加。目前，有部分纺织企业都提前放假过春节。另外，近期全

国多地出现大雪天气，棉花运输受到影响。下游需求随着春节减弱，对进口纱和棉优势

暂无，外棉下挫的影响棉花进口滑准税利润倒挂转为正挂状态，整体棉花供需平衡转略

偏紧态势。 

天气情况 正常 

库存仓单 郑交所棉花注册仓单 5375张，有效预报 1277张 

关键价位 支撑 15000元/吨，压力 15450元/吨（1805合约）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短线（1周内） 高抛低吸 

CF1805短期15000-15450

元/吨高抛低吸；CY1805

建议在23000-23480区间

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区间交易 
CF建议在14600-16100元/

吨区间交易 

☆ 

中线（1-3个月） 观望 观望 ☆ 

套利交易 观望 观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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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套保 观望 观望 ☆ 

 

《图表解读》 

    图1  国内棉花库存情况  图2 郑棉前20名净持仓变化图 

  

截至2017年12月底棉花总库存环比上个月增加52.62万

吨至482.07万吨，其中商业库存为415.32万吨，工业库

存为66.75万吨，新年度棉花集中上市使得商业库存大

幅上升。 

 

 

截止2018年02月02日，净空头持仓为38900手，较

上周净空头持仓延续减少，说明空头势力不断减

弱，但是多空头增仓同时出现减仓现象，考虑到现

货市场供需略偏紧局面，总体上多空头势均力敌。 

 

 

图3  中国纱线现货价格走势图                 图4 CY1801前二十名持仓变化图  

  

目前中国纱线价格指数C32S价格持稳为主，纱企利润

同步缩窄；纱线与坯布开机率延续下滑，且坯布与纱

线库存上升，造成下游库存积累，销售清淡。 

截止2018年02月02日主流资金净空持仓具体为0手，较

上周净空头持续不变，总体持仓势头仍维持不变，棉

纱总体持仓相当少，缺乏投机者，市场清淡。 

   

玉米、玉米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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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玉米 C1805 上半周在 MA60位置支撑，缩量回调，下半周随着地方拍卖成交率的下

降，下半周放量突破 1800 元/吨关键压力位，期价呈现企稳回升的格局，上周最高价

1809，最低价 1785，周线报收 1804，涨幅为 0.45%。 

淀粉目前主要为成本定价，因此 CS1805大多跟随 C1805走势。上周 CS1805呈现企

稳回升行情，突破 2100元/吨位置，周内最高价 2130，最低价 2080，报收 2116，涨幅

为 1.44% 

焦点事件数据 

1、1月 30日黑龙江粮食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黑龙江省贸易粮（玉米）竞价

销售交易会，计划销售 17年产玉米 1万吨，成交 4000吨，成交均价 1780元/吨。 

2、1月 30日辽宁玉米竞价销售专场计划销售 14-16年产玉米 30340吨，成交 21490

吨，成交率 71%，起拍价 1800元/吨，成交均价 1801元/吨。辽宁地区深加工企业收购

价为 1770-1840元/吨。 

3、2 月 1 日黑龙江贸易粮（玉米）交易计划拍卖 17年产玉米 30000 吨，成交 800

吨，成交率为 2.66%，成交均价为 1680元/吨。 

4、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止 1 月 25 日，黑龙江、山东等 11个主产区

累计收购玉米 7372万吨，同比增加 73万吨。 

5、1月 27日-2月 2日，据天下粮仓对 68家淀粉企业调查数据显示，淀粉行业开

机率为 80.07%，较前一周 81.55%回落 1.48个百分点。 

现货情况 
锦州港地区水分 15%、霉变 2%以内新粮报收 1810-1820元/吨，较前一周上涨 5-10

元/吨，平舱价 1855-1865元/吨，较前一周上涨 5~20元/吨。 

上下游情况 

供应方面来看，目前主产区玉米售粮进度虽然同比偏快，但是有放缓的态势，市场

余粮不断下降，前期贸易商囤货较多，然而近期各地储备粮拍卖，致使贸易商逐渐出货，

市场供应量有所增加；需求方面：部分深加工企业玉米淀粉库存有所回升，淀粉下游消

费低迷，市场采购情绪谨慎，加工利润下滑的情况下，开机率或将降低，影响对于玉米

原料的需求。饲料方面，生猪屠宰备货接近尾声，养殖户看空后市，积极出栏，对于饲

料需求将减少。 

天气情况 
我国低温雨雪逐渐消退，气温较往年同期偏低 2-6℃，持续的低温降水

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冻雨和寒冻害，不利于粮食的运输 

库存仓单 大商所仓单 38505 张，较上一周增加 2958张 

关键价位 压力 1830元/吨，支撑 1780元/吨（C1805合约） 

其它 无 

 

 

 

《本周策略》（☆、☆☆、☆☆☆分别表示推荐、积极推荐、强烈推荐） 

策略类型 策略内容 操作计划 研究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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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1周内） C1805区间震荡、CS1805区间震荡 

C1805于1780-1830元/吨

区间交易，高抛低吸；

CS1805于2080-2150元/吨

区间交易，高抛低吸 

☆ 

波段（1个月内） C1805逢高做空、CS1805逢高做空 

C1805于上方压力位1830

元/吨以上逢高做空，目标

1780元/吨以下； 

CS1805于上方压力位2150

元/吨以上逢高做空，目标

2080元/吨以下。 

☆ 

中线（1-3个月） 观望 无  

套利交易 观望 无  

现货套保 观望 无  

 

《图表解读》 

   图1  玉米仓单数量   图2 玉米主力合约前20名持仓变化图 

  

截至2018年2月02日，大连交易所玉米仓单38505张，

仓单数量较上周增加2958张。相比11月、12月，随着

期价重心的提高，仓单数量也呈现上涨的态势。 

 

 

 

截止 2018 年 2 月 02 日，C1805 合约对比前一周 1

月 26 日，市场主流资金前二十名的多单量减持

20325手，空单减持 25110手，净空单减少 4785手。

随着空方止盈出场，净空单减少，期价下跌动能减

弱，期价逐步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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