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小组晨报纪要观点

重点推荐品种：豆粕、苹果、玉米

豆一

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塔豆装车报价在 2.30-2.45 元/斤居多，陈豆购销接近尾声，市场需

求逐步转向新豆，产区陈豆报价较为混乱。各级储备大豆拍卖节奏加快增加市场供应，国产

大豆市场保持低迷运行状态。9月9日中储粮进行9.54万吨国产大豆拍卖，成交率为72.23%，

成交均价为 4444 元/吨。市场国产陈豆库存见底以及近日东北遭遇台风影响，对国产大豆产

量下降的担忧导致大豆拍卖成交率回升。新豆集中上市的季节性供应压力明显增加。受短期

内三次台风天气影响，东北主产区多地大豆出现洪涝和倒伏，对大豆产量和质量的影响仍在

评估，且台风的累加效应导致多地涝情加剧，会增加大豆收割成本。预计今日 2101 期货合

约延续震荡走势，可适量减持大豆期货多单或暂时观望。

豆二

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6 日，美国 18 个大豆主产州的大豆落叶率数据为 20%，上周 8%，去

年同期 7%，五年同期均值 16%。大豆优良率为 65%，低于一周前的 66%，高于去年同期的 55%。

其中评级优 13%，良 52%，一般 25%，差 7%，劣 3%。美豆优良率继续回调，利好盘面，但是

总体仍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丰产预期依然存在。从进口船货来看，本周到港船货出现明显

下降，短期进口豆对国内供应压力有所缓解，利好盘面走势。另外，中美高层就贸易问题通

话，双方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市场预期中国会进一

步加大美国农产品采购力度。利好美豆，提振国内进口豆价格。盘面上看，豆二受美豆的影

响走势偏强，偏多思路对待。

豆粕

USDA 最新种植报告显示，美新豆播种面积 8380 万英亩（上月 8380 万英亩、上年 7610

万英亩），收割面积 8300 万英亩（上月 8300 万英亩、上年 7500 万英亩），单产 51.9 蒲（预

期 51.6 蒲、上月 53.3 蒲、上年 47.4 蒲），产量 43.13 亿蒲（预期 42.86 亿蒲、上月 44.25

亿蒲、上年 35.52 亿蒲），出口 21.25 亿蒲（上月 21.25 亿蒲、上年 16.80 亿蒲），压榨

21.80 亿蒲（上月 21.80 亿蒲、上年 21.70 亿蒲），期末 4.60 亿蒲（预期 4.61 亿蒲，上月

6.10 亿蒲、上年 5.75 亿蒲）。美陈豆出口及压榨预估双双调高导致陈豆库存下降幅度超过

此前预期，加上美新豆产量调降，新季结转库存亦随之下调，本次报告对大豆市场影响利多。



国内方面，养殖业逐步复苏，7月份饲料产量增幅达 9.6%，且相比杂粕，豆粕性价比优势明

显，饲料配方中豆粕添比较高，豆粕需求远超市场预期。另外，当前部分油厂 9 月豆粕销售

基本完成 70%-80%，油厂挺价意愿较强，提振粕价。从本周的豆粕库存来看，虽然出现下降，

但总体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胀库压力依然存在，对豆粕形成一定的压力。短期在美豆还

未集中上市，市场供应压力暂时有限的背景下，短期豆粕维持偏强震荡，盘中顺势操作为主。

豆油

USDA 数据显示，美新豆播种面积 8380 万英亩（上月 8380 万英亩、上年 7610 万英亩），

收割面积 8300 万英亩（上月 8300 万英亩、上年 7500 万英亩），单产 51.9 蒲（预期 51.6

蒲、上月 53.3 蒲、上年 47.4 蒲），产量 43.13 亿蒲（预期 42.86 亿蒲、上月 44.25 亿蒲、

上年 35.52 亿蒲），出口 21.25 亿蒲（上月 21.25 亿蒲、上年 16.80 亿蒲），压榨 21.80

亿蒲（上月 21.80 亿蒲、上年 21.70 亿蒲），期末 4.60 亿蒲（预期 4.61 亿蒲，上月 6.10

亿蒲、上年 5.75 亿蒲）。美陈豆出口及压榨预估双双调高导致陈豆库存下降幅度超过此前

预期，加上美新豆产量调降，新季结转库存亦随之下调，本次报告对豆类市场影响利多。另

外，豆油收储传闻再起，短期对豆油走势偏利多。从豆油的库存水平来看，本周受豆粕胀库，

油厂开机下滑的影响，豆油库存有所回落，但总体豆油的库存暂时不会处在偏高的水平，油

厂卖粕买油的操作依旧，对豆油形成支撑。中期走势方面，鉴于美豆 9 月中下旬起将开始丰

产上市，以及国内包装油备货旺季也将陆续结束，届时行情可能面临阶段性回调压力。另外，

9月 11 日 USDA 将公布美豆种植报告，关注对盘面的影响。盘面上来看，豆油保持强势，6650

附近的多单继续持有，止损 6600。。

棕榈油

马来西亚 8 月毛棕油产量 186.3 万吨月比增 3.07%（预期 184-192，7 月 181，

去年 8 月 182），出口 158.2 万吨月比降 11.31%（预期 153，7 月 178，去年 8 月 174），

库存 169.9 万吨月比增 0.06%（预期 178-180，7 月 170，去年 8 月 224），进口 3.23

万吨，较上月 5.3 万。产量增幅基本符合预期，但出口量降幅少于预期，使得库存增

长明显低于预期，甚至低于上月水平，令报告总体偏利多，对盘面形成支撑。三十，

原油下跌，也对棕榈油形成压制。同时，近期随着棕榈油价格的高位，进口利润打开，

新增买船较多，可能会增加国内的库存，不过从最新的棕榈油国内库存水平来看，由

于进口的船货还未到港，加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下游包装油走货较好，对棕榈油形



成一定的提振。盘面来看，棕榈油上涨趋势虽然没有改变，但走势一步三回头，上涨

动力有所减弱，建议盘中顺势参与或暂时观望为主。

粳米

出厂价集中在 1.82-2.45 元/斤。目前米企开机率低，粳米产量相对有限，间接支撑粳

米价格，利好其行情。但是，下游需求持续低迷，短期内无好转迹象，市场供大于求格局继

续抑制粳米价格上涨，利空其行情。短期来看，粳米下跌获得一定支撑，但总体向下格局不

变，偏空思路对待。

白糖

国际糖市：据巴西蔗糖工业协会 Unica 数据显示，巴西中南部 2020 年 8 月下半月产糖

量为 293.3 万吨，同比增加 16.34%。加之印度糖出口补贴等利空因素影响，短期国际糖价

或弱势运行为主。国内糖市：郑糖期价相对抗跌，8 月份全国食糖产销率尚可，其中广西及

云南单月销糖仍保持增加趋势，加之下游需求备货仍未结束的情况下，需求向好支撑糖市。

与此同时，目前广西、云南等地流通库存处于偏低水平，在新糖上市之前，市场或仍处于供

应偏紧状态。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利好于糖市，预计下周糖价或震荡上行为主。操作上，

建议郑糖 2101 合约短期偏多思路对待。

棉花（纱）

国内市场：内地棉已经零星上市，预计下周轧花厂开秤、开工数量逐渐增加，市场迎来

新的供应压力；自 9 月 10 日开始，国储棉轮出量开始减少，由于已完成本次轮出计划总量

的 91.60%，距离轮出结束剩下不到 15 个工作日，预计本次轮出量超出计划。不过 8月纺织

服装品出口较去年同期出现了正增长，加之需求旺季背景下，下游需求仍旧处于恢复阶段，

或对棉价形成一定支撑。经过深跌之后，盘面存技术修复可能，预计下周郑棉期价或逐步回

升。操作上，建议郑棉 2101 合约短期在 12300-13000 元/吨区间高抛低吸。

苹果

据卓创知，截止 2020 年 9 月 9 日，目前全国冷库存储苹果去库存率为 94.36%。山东苹

果冷库库容比为 10.3%，陕西地区库容比为 1.5%；目前山东烟台地区红将军上市量逐渐增加，

到目前供应量已经比较充足。但是从市场货源来看，优质好货偏少，果锈较为明显。陕西晚



富士已开始订货，订单主要集中在优质果区域，订货价格均高于后期的主流收购价格，预计

新年度晚熟富士苹果与主流收果价格差异较大。整体上，冷库客商采购积极性一般，低价需

求较好，而红将军等上市量处于充足状态下，预计削弱冷库库存苹果需求，预计后市苹果期

价仍弱势运行为主。操作上，建议苹果 2010 合约短期逢高抛空思路对待。

红枣

目前产区枣果进入生长关键期，市场关注度逐渐升温；随着品质较差的货源逐渐被消耗，

优质红枣竞争趋减，部分优质好货有惜售现象，加上存储成本支撑，或支撑红枣市场。不过

目前淡季仍持续，天气降温仍有一段时间，厂家阶段性采购原料，且持续性不高；部分销区

仍多数降雨，影响红枣走货速度，短期利空因素仍存，预计后市红枣价格或弱势运行为主。

操作上，CJ2101 合约建议短期偏空思路对待。

鸡蛋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 月全国 CPI 同比涨幅为 2.4%，较 7月再收窄 0.3 个百分点。

8月，鸡蛋、鲜菜成为拉动 CPI 上行的重要因素，而猪肉价格涨幅已在收窄。周四的大部分

地区鲜蛋稳中上涨。9 月现货旺季价格涨跌互现，现货升水，随着现货旺季接近尾声，期现

有望缩小。供应端：8 月蛋鸡存栏上涨，蛋鸡存栏量处于同期较高水平，加之蛋鸡补栏量速

度放缓，即将进入 9 月，各地温度逐渐降低，蛋鸡产蛋率提高，预计供应压力增加。淘鸡鸡

龄方面:天下粮仓数据显示，自鸡蛋价格好转以来，淘鸡鸡龄逐渐从 450 天左右回升至 490

天附近，考虑到 18～19 年平均淘鸡鸡龄都在 520 天左右，短期淘汰鸡淘汰仍有难度。需求

端：随着月饼等加工备货接近尾声，另外冷库蛋释放冲击市场，蛋价持续走低。之后关注餐

饮、生鲜市场情况。期货市场受存栏回升和冷库蛋的双重冲击，呈现期跌现涨局面，且 10、

11 月合约对应传统季节性低谷兑现时点，维持偏弱行情。预计鸡蛋 2010 合约期价短期偏空

操作。

菜油

受中加关系紧张影响，加拿大油菜籽对华出口量维持低位将成为常态。供应端：菜油库

存仍然处于历史最低位，中储粮菜油连续销售，国内菜油供应量增加。需求端：中国已从疫

情中慢慢恢复回来，餐饮业稳中回升，食物油需求上涨。此外，受到全球疫情反复的影响，

国际原油持续下降不利多具有生物柴油概念的菜油。豆油引领油脂上涨，菜油与豆油、菜油



与棕榈油的价差处于历史同期偏高水平，菜油的市场份额可能被挤占，缺少利多机会。整体

来看，部分工厂甚至已经被迫停工操作上，需求较于其他油脂偏弱。菜油 2101 合约关注背

靠 20 日均线。

菜粕

菜粕根据豆粕走势联动，豆粕走势始终受到美豆成本的牵制。供应端：国内油菜籽已经

收获上市，产量基本确认持平于去年，后期菜粕市场供应弹性主要取决于油菜籽以及菜粕进

口情况。在中加贸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家的油菜籽和菜粕供应仍然

足够供应国内的需求。需求方面：8-10 月水产养殖的传统旺季，但受到今年疫情与南方洪

涝影响恢复不及预期，对菜粕价格支撑有限。豆粕方面：USDA 上周五称美国私人出口商向

中国出口大豆 31.8 万吨，且气象预报显示，本周美国中西部气温偏高，降雨偏少，美豆走

强，提振国内豆类走势。操作上：菜粕 2101 合约维持偏强运行。

玉米

受近期台风“美莎克”从农业大省吉林过境，带来的强风骤雨致使多地玉米出现倒伏现

象，短期天气对玉米价格影响较大。供应端：受天气影响上涨，玉米减产已成定局，受到产

量的减少以及玉米价格高位，新粮的上市，农民或有较强的惜售情绪。东北产区国家通过拍

卖的方式已经向市场累计投放 5994 万吨，目前临储玉米已经远超 2019 年临储玉米拍卖的总

成交量。国储拍卖打破双高姿态，连续降温，贸易商对后市看涨信心下降。市场各方对玉米

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逐渐减弱，看涨心态降温，贸易商出货积极性增强。新粮方面;进入 9

月份之后，东北、华北新季玉米逐渐上市，陈粮依然是以供应深加工使用为主，新粮是下游

饲料企业的采购目标。需求端：8月份下旬玉米市场降温，东北产区出货积极性提升，华北

地区春玉米上市供应，各地深加工企业门前到货量逐渐增加。我国生猪产能也在不断恢复，

饲料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部分饲料企业已经将部分原料从玉米转变成了小麦，而这将导致

玉米需求量下降。后续关注减产情况。技术上：C2101 合约 2375 元/吨为短期支撑位。

淀粉

淀粉受原料玉米价格的影响较大；玉米现货价格高位震荡，淀粉加工利润有所上涨，预

计淀粉企业开工率会上涨。玉米淀粉收购量上涨，但是疫情影响下需求端表现总体偏弱，消

费增长空间有限。玉米淀粉与木薯淀粉价差扩大，不利于淀粉的替代。总的来说，淀粉成本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9%9C%80%E6%B1%82


提升，企业惜售挺价，但下游消费恢复有限，制约价格反弹。整体淀粉会跟新玉米走势走势

波动。技术上,CS2101 合约 2700 元/吨为短期支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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