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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4 号晨会纪要观点 

 

 农产品 

花生 

周三花生平稳运行。基本面来看，产区余量少，成交多以冷库货源为主，以质论价，花生油粕价格偏

弱，压缩压榨利润，油厂开机率低，市场购销较为清淡。随着节日备货期临近，市场将变得活跃，需求上

升，中长期看多。盘面上，花生 2210 合约低开高走，收盘价与上一交易日结算价持平，整体平稳运行，成

交量大幅下降。技术上，1 小时 MACD 指标显示 DIFF 与 DEA 仍处于 0 轴上方，有缓慢向下运行的态势。

操作上，建议多单可继续持有，止损 9500 元/吨。 

 

白糖 

周三，洲际交易所（ICE）原糖期货从近期触及的一年低位继续反弹，因基金抛售放缓及天气支撑。ICE 10

月原糖期货收高 0.08 美分，或 0.5%，结算价报每磅 17.77 美分。国内糖市：截止目前全国食糖产糖量仍低

于去年，本年度食糖供应减少基本成定局。加之中秋备货需求开启，加之国内外糖价差有所缩窄，对国内

白糖现货价格支撑作用增强。不过近日部分产区产销数据公布，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云南省累计销糖 

109.26 万吨，同比减少 30.91 万吨。7 月份单月销糖 11.59 万吨，同比减少 11.96 万吨。本年度云南产糖量

同比减少，但 7 月份云南省单月销糖量处于历年相对低位，本月销糖数据欠佳。操作上，建议郑糖 2209 合

约短期在 5550-5750 元/吨区间高抛低吸。 

 

棉花 

周三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NYMEX）的棉花期货交投震荡，盘初一度下跌约 1%，因投资者关注即将

公布的供需报告，以寻求方向。。国内市场来看，商业库存仍处近五年相对高位，市场供应仍显宽松。新棉

长势良好，业者对单产预期较好，当下棉花供应仍显偏空局面。需求方面，下游终端消费仍处于传统淡季，

纱企采购原料意愿不高，多以谨慎且以刚需为主，加之订单未见好转，产成品累库速度加快。另外近期不

断传出对收储变更问题，仍需等待官网公告为准，美联储加息鞋子落地，但后续紧货币政策预期，市场仍

难言可观，预计棉价弱势整理为主。操作上，建议郑棉 2301 合约短期在 13300-14900 元/吨区间高抛低吸。

棉纱期货 2209 合约短期观望为主。 

 

苹果 

陕西部分产区早熟纸袋嘎啦陆续上市，开秤价格较去年同期高 1 元/斤左右，创历年来高价，个头普遍

小于往年同期，预计至 8 月下旬，陕西产区早熟果仍以嘎啦为主。截止到 2022 年 07 月 28 日当周全国苹果

冷库出库量约为 11.46 万吨，环比上周走货放缓。山东产区库容比 8.49%，相比上周减少 0.94%；陕西产区

库容比 3.91%，相比上周减少 0.75%。周内山东产区看货客商尚可，冷库走货主要集中在相对低价货源，以

客商包装货源为主；陕西产区苹果剩余货源以客商自存为主，本周成交自发市场，无主流成交价。整体上，

受高温影响，商超、批发市场苹果成交量明显放缓，不过部分地区开始为后期中秋备货做准备，关注节日

需求效应带来的影响。操作上，建议苹果 2210 合约短期暂且观望。  

 

红枣 

据 Mysteel 农产品调研数据统计，截止 2022 年 7 月 28 日当周 36 家红枣样本点物理库存在 817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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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减少 308 吨，环比减少 3.63%，本周库存小幅减少。目前多数贸易商代办对新季红枣开秤价格预期不

强，部分囤货加工厂按需调整出货节奏，个别样本点客商手中货源销售完毕，对于后期补货预期不强。不

过随着中秋备货需求的到来，预计红枣去库速度有所加快。操作上，建议郑枣短期暂且观望。 

 

豆一 

隔夜豆一上涨了-1.26%，东北主产区天气条件保持良好，整体利于大豆作物生长。产区大豆现货供需

稳定，多地价格回升，优质优价较明显。农业农村部预计 2022 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 9933 千公顷，同比增

加 18.3%，预计产量将达到 1948 万吨，同比增加 18.8%，其中食用大豆消费量预计增加至 1432 万吨。盘面

来看，豆一前高处有一定的压力，目前有所回调。  

 

豆二 

隔夜豆二上涨了-1.07%，美国农业部网站 8 月 1 日消息，美国农业部(USDA)在每周作物生长报告中公

布称，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当周，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 60%，分析师平均预估为 58%，前一周为 59%，

去年同期为 60%。大豆开花率为 79%，前一周为 64%，去年同期为 85%，五年均值为 80%。大豆结荚率为

44%，前一周为 26%，去年同期为 56%，五年均值为 51%。 美豆优良率意外好转，限制美豆的价格。盘面

来看，豆二有所走弱，暂时维持震荡的观点。 

 

豆粕 

周三美豆上涨了—1.08%，美豆粕上涨了-1.22%，隔夜豆粕上涨了-0.4%，美国农业部将于 8 月 12 日公

布月度供需报告，此前市场预期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可能较 6 月底的预测值上调。此外，乌克兰谷物顺利恢

复出口，可能有助于缓解日益严重的全球食品短缺。总体消息面偏弱。从豆粕基本面来看，据 Mysteel 农产

品对全国主要地区的 50 家饲料企业样本调查显示，截止到 2022 年 7 月 22 日当周（第 29 周），国内饲料企

业豆粕库存天数（物理库存天数）为 9.17 天，较上一周小幅减少 0.03 天，减幅 0.35%。8 月为美豆生长关

键期，国内粕类市场反弹高度取决于美豆主产区旱情持续的时间和美豆减产幅度，天气市运行环境下粕类

市场对利多题材更为敏感。盘面来看，豆粕有所走弱，短期天气升水影响美豆及豆粕价格，不过天气炒作

时间越来越短，后期天气是否兑现需持续关注，豆粕暂时观望。  

 

豆油 

周三美豆上涨了—1.08%，美豆油上涨了-0.54%，隔夜豆油上涨了-0.83%，美国农业部将于 8 月 12 日

公布月度供需报告，此前市场预期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可能较 6 月底的预测值上调。此外，乌克兰谷物顺利

恢复出口，可能有助于缓解日益严重的全球食品短缺。总体消息面偏弱。从油脂基本面来看，上周国内大

豆压榨量升至 174 万吨，豆油产出增加，但下游贸易商提货速度有所加快，豆油库存继续下降。监测显示，

8 月 1 日，全国主要油厂豆油库存 84 万吨，比上周同期略减 1 万吨，月环比减少 10 万吨，比上年同

期减少 9 万吨，比近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37 万吨。本周大豆压榨量继续维持在 170 万吨左右，豆油需求

尚可，预计豆油库存延续下滑趋势。另外，棕榈油方面，印尼方面表示，将继续下调棕榈油出口税参考价，

进一步打击棕榈油的价格。以及印尼政府允许出口发运九倍于他们国内销售的数量，原来是七倍，压制棕

榈油的价格。盘面来看，豆油受原油价格下跌有所走弱，反弹力度正在减弱。 

 

棕榈油 

周三马盘棕榈油上涨 0.49%，隔夜棕榈油上涨了-1.56%。从基本面来看，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POMA)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SPPOMA)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7

月马来西亚油棕鲜果串单产较上月上升 1.78%，出油率上升 0.79%，棕榈油产量增加 6%。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7 月 1-25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878,879 吨，较 6 月同期出口的 990,958 吨下滑 11.3%。



                                   瑞达期货研究院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0595-86778969            微信号：rqyjkf                 

马棕 7 月的产量有所恢复，不过出口依然表现不佳。国内基本面来看，近期棕榈油到港量不大，库存小幅

下降。7 月 27 日，沿海地区食用棕榈油库存 22 万吨（加上工棕 31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2 万吨，

月环比增加 9 万吨，同比减少 8 万吨。其中天津 6 万吨，江苏张家港 6 万吨，广东 4 万吨。近期国内

棕榈油现货供应仍然偏紧，买船进度偏慢。印尼政府允许出口发运九倍于他们国内销售的数量，原来是七

倍，压制棕榈油的价格。另外，印尼方面表示，将继续下调棕榈油出口税参考价，进一步打击棕榈油的价

格，盘面来看，棕榈油继续维持偏弱的格局，基本面压力依旧。 

 

生猪 

消费端依然疲软，对于高企的猪价，下游接受度一般，屠宰企业开工率不高，限制生猪的消费。从供

应端来看，虽然短期有错配，不过长期来看，目前生猪的供应仍高于正常保有量，加上前期压栏和二次育

肥的生猪也需要出栏，增加市场的供应。不过随着猪价的下跌，养殖户惜售挺价的心态再度抬头，支撑生

猪的价格。期货盘面来看，猪价在 21000 附近有所争夺，暂时观望。 

 

玉米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期货周三收涨，盘中拉锯。隔夜玉米 2209 合约收涨 0.04%。美国玉

米优良率继续保持 61%，好于市场预估的 60%，且作物天气预期改善令市场承压。另外，首艘载有乌克兰

谷物的船只离开乌克兰港口，给玉米市场带来压力。国内方面，国内主产区粮源主要集中在大贸易商手中，

而贸易商持续降价抛售，多数企业收购意愿一般，对玉米价格持续构成压力，不过大型饲料企业库存普遍

在 1-2 个月，中小型饲料企业库存一般在 1个月左右。预计饲料企业采购需求或在 8 月份中下旬就会开启，

下游饲料养殖需求有所恢复，行情或逐渐筑底，预计价格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对盘面有所支撑。盘面来

看，近期玉米市场止跌回升，短期以反弹思路对待。 

  

淀粉 

隔夜淀粉 2209 合约收涨-0.42%。据 Mysteel 农产品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3 日玉米淀粉企业淀粉库

存总量 113.0 万吨，较上周下降 2.9 万吨，降幅 2.5%，月降幅 1.18%；年同比增幅 19.89%，库存仍处于同

期最高位，且目前下游行业需求整体一般，加之近期下游行业补货情绪仍处于观望状态，港口贸易商以及

厂家有降价促签单的意愿，淀粉价格稳中偏弱运行。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玉米价格有阶段性反弹需求，且

随着后期下游行业刚需补货节点的临近，预计玉米淀粉的市场价格将会止跌企稳，对盘面价格有所支撑。

盘面来看，淀粉期价随玉米低位反弹，短期以反弹思路对待。 

 

鸡蛋 

近来玉米、豆粕期价止跌回升，蛋鸡养殖成本支撑仍在。且随着节前备货逐步启动，部分食品企业已

开始零星生产，市场需求面逐渐好转，或对蛋价有所提振。不过，在产蛋鸡存栏继续稳步增加，7 月产蛋鸡

存栏量为 11.94 亿只，环比增加 1.1%，同比增加 1.9%。且鸡蛋现货价格步入季节性上涨周期，养殖利润较

好，养殖户延淘情绪较高，淘汰量持续较低。另外，9 月合约市场交易的是交割逻辑，反应的是节后价格下

跌的预期。故而，期现呈现强现实弱预期的格局。盘面来看，鸡蛋再度下跌，整体仍处于偏弱氛围，暂且

观望。 

 

菜粕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周三下跌，受原油价格下跌和美国中西部地区未来一周的降雨有

望缓解作物压力。隔夜菜粕 2301 合约收涨-0.04%。加拿大西部大草原地区天气条件相对良好，有助于油菜

籽作物生长，加籽新季供应预期增加的概率大幅增强，对油菜籽价格有所牵制。同时，近几周中国基本上

没有购买美豆，市场对美豆后期出口需求产生担忧情绪，且美豆优良率意外回升至 60%，高于分析师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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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58%，对美豆价格亦有所牵制。不过，美豆生长关键期，天气升水预期仍存，对美豆价格有所支撑。国

内方面，6 月油菜籽进口总量仅 5.4 万吨，进口菜籽压榨持续偏低，菜粕产出较少，不过国内市场通过直接

进口菜粕来弥补其供应缺口，菜粕直接进口量持续处于同期高位。且库存水平仍然处于同期高位。盘面来

看，菜粕继续小幅收跌，暂且观望。 

 

菜油 

洲际交易所（ICE）油菜籽期货周三连续第二日大幅下跌，受其它油籽价格疲弱及投机性抛盘打压。隔

夜菜油 2209 合约收涨-1.20%。加拿大西部大草原地区天气条件相对良好，有助于油菜籽作物生长，加籽新

季供应预期增加的概率大幅增强，对油菜籽价格有所牵制。同时，印尼将出口配额进一步放宽至九倍，并

下调出口税，进一步打压棕榈油市场价格。另外，美国农业部将于 8 月 12 日公布月度供需报告，此前市场

预期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可能较 6 月底的预测值上调。油脂市场整体消息面仍然偏空。国内市场方面，油菜

籽及菜籽油进口量持续维持最低水平，菜油供应压力有限，沿海地区菜油库存处于近年来最低位，库存压

力较小。总的来看，在新季加籽上市前，国内菜油供应持续低于往年同期，支撑菜油走势强于其它油脂。

盘面来看，受原油及外围油脂市场下跌影响，菜油期价反弹力度有所减弱，前期多单可择机减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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