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数据指标 最新 环比 数据指标 最新 环比

大连豆一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6,093.00 -34.00↓ 豆二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4,075.00 -42↓

大连豆一 1-5价差(元/吨) 28 +2.00↑

大连豆一 持仓量(手) 73,426.00 -7357.00↓ 大连豆二 持仓量(手) 22,866.00 -994↓

大连豆粕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3,203.00 +1.00↑ 大连豆油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8,956.00 -168↓

大连豆粕 1-5价差(元/吨) 152.00 -1.00↓ 大连豆油  1-5价差(元/吨) 696.00 +8↑

大连豆粕 持仓量(手) 664,775 -5039.00↓ 大连豆油 持仓量(手) 279,305.00 -9583↓

豆一前20名净持仓(手) 736 -595.00↓ 豆二前20名净持仓(手) -810 +70↑

豆粕前20名净持仓(手) -71,404 +9665.00↑ 豆油前20名净持仓(手) -37,166 -2576↓

大连豆一 仓单(张） 23537 0.00 大连豆二 仓单(张） #N/A #N/A

大连豆粕 仓单 （(张） 2946 +1279.00↑ 大连豆油 仓单 (张） 9454 0.00

CBOT大豆主力结算价(美分/蒲式耳) 1,228.25 +11.00↑ CBOT豆粕主力结算价(美元/短吨) 349.10 +7.30↑

CBOT 豆油主力结算价（美分/磅） 55.18 -0.03↓

国产大豆现货价格(元/吨) 6,000.00 0.00 豆油价格（日照）(元/吨) 9,680.00 +10↑

南美大豆到港成本(元/吨) 4,032.88 +24.08↑ 豆油价格（张家港）(元/吨) 9,840.00 0.00

现货价格 美豆到港成本(元/吨) 5,151.72 +38.86↑ 豆油价格（湛江）(元/吨) 9,760.00 +20↑

豆粕价格（张家港）(元/吨) 3400 0.00

国产大豆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93 +34.00↑ 张家港豆油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884.00 +168↑

张家港豆粕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197 -1.00↓

美豆产量（月，百万吨） 120.43 -0.63↓ 美豆期末库存（月，百万吨） 9.25 +0.54↑

巴西产量（月，百万吨） 144 0.00 巴西期末库存（月，百万吨） 28.25 0.00

上游情况 美豆收割率（周，%） 95% +0.03↑ 巴西豆播种进度（周，%） 90% +0.04↑

阿根廷豆播种进度（周，%） 39.30% +0.107↑ 美豆出口检验量（周，千蒲式耳） 79071 -10666↓

美豆出口销售量（周，万吨） 2252978 -91250.00↓ 巴西出口（月，万吨） 251 -183.2↓

油厂大豆库存（周，万吨） 771.96 -1.52↓ 油厂豆粕库存（周，万吨） 56.04 +3.0↑

油厂豆油库存（周，万吨） 71.55 -1.15↓ 油厂开工率（周，%） 53.91% +0.0032↑

油厂压榨量（周，万吨） 199.7 -1.20↓ 大豆进口数量（月，万吨） 511 -177↓

大豆进口预告11月（月，万吨） 800 大豆进口预告12月（月，万吨） 900

棕榈油（广东）（元/吨） 9,590.00 -60.00↓ 菜油（福建）（元/吨） 12,520.00 +60↑

豆棕价差（元/吨） 200.00 +60.00↑ 菜豆价差（元/吨） 2,680.00 +20↑

菜粕（江苏）（元/吨） 2,800.00 0.00 油厂豆粕成交量（周，吨） 533,650.00 -299350↓

豆粕与菜粕价差（元/吨） 580.00 0.00 油厂豆油成交量（周，吨） 52,450.00 -119650↓

国产豆（黑龙江）压榨利润(日,元/吨) -1,439.40 -5.40↓ 进口大豆压榨利润（江苏）(日,元/吨) -56.5 -14↓

中国大豆消费量(年，百万吨) 117.70 +6.10↑ 中国豆油食品用量(年，千万吨 ) 18462 +657↑

生猪价格（周，元/千克） 17.5 0.00 生猪养殖利润（周，元/头） 264.99 +26↑

鸡禽养殖利润（周，元/羽） 44.21 -1.79↓ 饲料月度产量（月，吨） 27962000 +463000↑

生猪存栏量（月，万头） 43764 能繁母猪存栏量（月，万头） 4459

国内国际产区

天气

豆粕期货平值看涨期权波动率（%） 14.96 豆粕期货平值看跌期权波动率（%） 16.16

豆粕平值期权20日历史波动率（%） 15.32 豆粕平值期权60日历史波动率（%）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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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经纪公司StoneX周三表示，预计巴西2021/22年度大豆产量为1.451亿吨，高于此前预期的1.4473亿吨。预计

2021/22年度巴西玉米总产量为1.201亿吨，将二茬玉米产量预估从前次的8753万吨调高至8887万吨。

2本期进口实际装船50.40万吨，同比下降50.46%；本月进口预报装船84.96万吨，同比下降91.24%；下月进口预报装

船38.50万吨，同比下降94.75%。本期实际到港153.53万吨，同比下降58.38%；下期预报到港351.31万吨，同比下降

34.25%；本月实际到港504.85万吨，同比下降44.11%；下月预报到港193.76万吨，同比下降78.51%。

黑龙江产区大豆价格整体走弱，大型企业挂牌收购价格连续下调，贸易商纷纷跟随降价销售，但高蛋白优质大豆价格较

为坚挺。受需求不足影响，价格整体震荡下滑。随着暴雪天气的缓解，黑龙江省大豆外运和购销环节有所恢复，近期国

产大豆价格出现回落，农民售粮积极性提高，但降价销售意愿并不强，贸易商和需求企业采购趋于谨慎，高价对需求的

抑制效应由销区向产区扩大。盘面来看，豆一日线级别转弱，但是围绕60日均线有所反复，关注60日均线处的支撑情

况。

期货市场

产业情况

下游情况

期权市场

下周巴西天气或以干燥天气为主，不利于大豆生长；阿根廷大部分地区本周天气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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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二

观点总结：

豆粕

观点总结：

豆油

重点关注

美豆收割基本结束。巴西方面，据农业咨询机构 AgRural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29日，巴西2021/22年度大豆种植率为90%，较

之前一周增4个百分点，去年同期为87%。巴西的播种进度保持良好，天气炒作空间有限，压制美豆的价格。阿根廷方面，布宜诺斯艾

利斯谷物交易所(BAGE)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2021年11月24日的一周，阿根廷2021/2年度大豆播种进度为39.3%，比一周前的

28.6%提高10.7个百分点。盘面来看，豆二日线级别仍是反弹势，不过反弹势头明显放缓，下破多条均线支撑，暂时观望。

新冠变异株为全球经济复苏增加变数，并引发金融市场恐慌性抛售情绪，接下来的疫情发展备受关注。美豆方面，当前美豆压榨利润处

于2-2.50美元/蒲式耳的区间，为美国国内大豆压榨提供支撑，也有传言称中国正重返国际市场寻找更多大豆供应。另外，南美方面，

总体的播种进度保持良好，巴西可能会提前收割，对美豆的出口形成冲击。从豆粕基本面来看，国内大豆压榨量上升，豆粕产出增加，

但饲料养殖企业补库，提货速度加快，豆粕库存继续回落。11 月 29 日，国内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51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4 万吨，

比上月同期增加 5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44 万吨，比过去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29 万吨。后期大豆压榨量将维持较高水平，预计短期豆

粕库存变化空间不大。近期豆粕较油脂表现偏强，美豆下跌的成本回落主要表现在油脂方面，豆粕走势相对偏强。另外，生猪存栏量总

体依然处在高位，饲料需求对豆粕的消耗力度较大，豆粕库存保持低位，对豆粕形成支撑。盘面来看，豆粕主力转换成05合约，目前

来看势上涨势，不过上涨势头有所放缓，暂时观望为主。

新冠变异株为全球经济复苏增加变数，并引发金融市场恐慌性抛售情绪，接下来的疫情发展备受关注。美豆方面，当前美豆压榨利润处

于2-2.50美元/蒲式耳的区间，为美国国内大豆压榨提供支撑，也有传言称中国正重返国际市场寻找更多大豆供应。另外，南美方面，

总体的播种进度保持良好，巴西可能会提前收割，对美豆的出口形成冲击。从油脂基本面来看，虽然上周国内大豆压榨量上升，豆油产

出增加，但下游企业提货速度有所加快，豆油库存小幅下降。监测显示，11 月 29 日，全国主要油厂豆油库存 81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

少 1 万吨，月环比减少 4 万吨，同比减少 35 万吨，比近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55 万吨。12 月份国内油厂开机率将保持较高水平，但随

着春节前备货逐渐开始，预计后期豆油库存上升空间有限。近期豆棕价差有所恢复，并向合理水平回归，显示豆油对棕榈油的替代效应

有一定的显现。不过新冠变异株为全球经济复苏增加变数，市场做多资金有所离场，市场担忧后期会引发再度封锁，对油脂需求有一定

的冲击。盘面来看，豆油日线级别仍保持弱势，且在宏观面不稳的背景下，可能有惯性下跌的可能，短线参与为主。

周五USDA美豆出口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第三方，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