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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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9.00 -3.00↓ 豆二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4,377.00 -20↓

大连豆一 5-9价差(元/吨) 40 0.00

大连豆一 持仓量(手) 182,109.00 +12960↑ 大连豆二 持仓量(手) 14,817.00 -2744↓

大连豆粕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3,247.00 +18.00↑ 大连豆油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9,058.00 -56↓

大连豆粕 5-9价差(元/吨) -31.00 -11.00↓ 大连豆油  5-9价差(元/吨) 294.00 -36↓

大连豆粕 持仓量(手) 1,374,316 +9407↑ 大连豆油 持仓量(手) 538,118.00 +4784↑

豆一前20名净持仓(手) -2,386 -3034.00↓ 豆二前20名净持仓(手) -500 +70↑

豆粕前20名净持仓(手) -184,154 +7472.00↑ 豆油前20名净持仓(手) -30,384 +2824↑

大连豆一 仓单(张） 21662 -42.00↓ 大连豆二 仓单(张） #N/A #N/A

大连豆粕 仓单 （(张） 19869 -119.00↓ 大连豆油 仓单 (张） 11469 0.00

CBOT大豆主力结算价(美分/蒲式耳) 1,386.50 +1.75↑ CBOT豆粕主力结算价(美元/短吨) 413.10 -3.20↓

CBOT 豆油主力结算价（美分/磅） 58.87 +0.84↑

国产大豆现货价格(元/吨) 5,960.00 0.00 豆油价格（日照）(元/吨) 9,780.00 -60↓

南美大豆到港成本(元/吨) 4,395.00 -86.78↓ 豆油价格（张家港）(元/吨) 9,970.00 -50↓

现货价格 美豆到港成本(元/吨) 5,778.10 -39.04↓ 豆油价格（湛江）(元/吨) 10,040.00 -40↓

豆粕价格（张家港）(元/吨) 3650 0.00

国产大豆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191 +3.00↑ 张家港豆油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856.00 -2↓

张家港豆粕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403 -18.00↓

美豆产量（月，百万吨） 120.43 0.00 美豆期末库存（月，百万吨） 9.2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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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00 巴西豆收获进度（周，%） 0.2% +0.20↑

阿根廷豆播种进度（周，%） 86.80% +0.053↑ 美豆出口检验量（周，千蒲式耳） 33400 -26162↓

美豆出口销售量（周，万吨） 1742808 +19387↑ 巴西出口（月，万吨） 251 -183.2↓

油厂大豆库存（周，万吨） 756.19 +3.97↑ 油厂豆粕库存（周，万吨） 48.57 -4.5↓

油厂豆油库存（周，万吨） 67.55 -0.80↓ 油厂开工率（周，%） 50.82% -0.0433↓

油厂压榨量（周，万吨） 146.2 -12.48↓ 大豆进口数量（月，万吨） 857 +346↑

大豆进口预告2月（月，万吨） 670 大豆进口预告3月（月，万吨） 660

棕榈油（广东）（元/吨） 10,070.00 +220.00↑ 菜油（福建）（元/吨） 12,620.00 -30↓

豆棕价差（元/吨） 120.00 -10.00↓ 菜豆价差（元/吨） 2,650.00 +20↑

菜粕（江苏）（元/吨） 2,800.00 0.00 油厂豆粕成交量（周，吨） 1,259,900 +667500↑

豆粕与菜粕价差（元/吨） 850.00 0.00 油厂豆油成交量（周，吨） 52,550.00 -16150↓

国产豆（黑龙江）压榨利润(日,元/吨) -1,341.05 +16.10↑ 进口大豆压榨利润（江苏）(日,元/吨) 443.5 0.00

中国大豆消费量(年，百万吨) 116.70 +5.10↑ 中国豆油食品用量(年，千万吨 ) 18282 +477↑

生猪价格（周，元/千克） 14.3 +0.10↑ 生猪养殖利润（周，元/头） 150.18 -11↓

鸡禽养殖利润（周，元/羽） 24.31 -0.17↓ 饲料月度产量（月，吨） 28379000 +417000↑

生猪存栏量（月，万头） 43764 能繁母猪存栏量（月，万头） 4296 -52↓

国内国际产区

天气

豆粕期货平值看涨期权波动率（%） 16.47 豆粕期货平值看跌期权波动率（%） 16.75

豆粕平值期权20日历史波动率（%） 19.28 豆粕平值期权60日历史波动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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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西农业部下属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周二发布月度报告，将2021/22年度巴西大豆产量预测值调低了230万

吨，从一个月前预测的1.428亿吨调低到了1.405亿吨，因为巴西南部干旱。和2020/21年度巴西大豆产量相比，调低

后的产量仍然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同比提高2.3%。

2咨询机构AgRural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上周四（1月6日），巴西2021/22年度大豆收获进度达到0.2%，去年这个时

候大豆收获尚未开始。

直属库纷纷下调收购价格，对现货市场有偏空的影响。南方产区大豆价格基本稳定，各地走货情况一般，贸易商走货量

仅有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需求端对行情无带动。国储收购价格持续下调，需求端也缺乏量能支撑，对大豆的价格支撑

力度有限。盘面来看，豆一小幅阴跌，暂时观望，激进者可以尝试入空，止损20日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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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方面，咨询机构AgRural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上周四（1月6日），巴西2021/22年度大豆收获进度达到0.2%，去年这个时候大

豆收获尚未开始。巴西收获进度较快，可能会挤压美豆的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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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5日的一周，阿根廷2021/2年度大豆播种进度为86.8%，比一周前提高5.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了6.7%。阿根廷播

种进度偏慢，支撑大豆价格。盘面来看，豆二总体上涨势头有所放缓，暂时观望。

美豆方面，市场仍在等待明日凌晨USDA的报告，报告会对美豆的库存，以及南美的产量做出预估。从目前其它机构的报告预估来看，

因天气因素的影响，均调降了阿根廷和巴西的产量，后期等待USDA报告的进一步指引。从豆粕基本面来看，Mysteel农产品对全国主

要地区调查显示，截止到2022年1月7日当周（第1周），国内饲料企业豆粕库存天数（物理库存天数）为9.52，较前一周减少0.4天，

减幅4.04%。库存天数整体小幅下降。在春节备货的推动下，大部分地区饲料企业库存天数增加，但是局部地区因油厂豆粕库存偏低，

提货相对困难，导致饲料企业建库缓慢，物理库存天数下降，另一方面是随着畜禽出栏的增加，终端需求偏弱，备货情绪相对不高，从

而导致全国平均饲料企业豆粕物理库存下降。盘面来看，豆粕短期或有陷入震荡的可能，暂时观望。

美豆方面，市场仍在等待明日凌晨USDA的报告，报告会对美豆的库存，以及南美的产量做出预估。从目前其它机构的报告预估来看，

因天气因素的影响，均调降了阿根廷和巴西的产量，后期等待USDA报告的进一步指引。从油脂基本面来看，上周国内大豆压榨量继续

下滑，豆油产出减少，下游企业提货速度一般，抑制豆油库存下降幅度。监测显示，1 月 10 日，全国主要油厂豆油库存 77 万吨，比

上周同期下降 1 万吨，月环比减少 2 万吨，同比减少 12 万吨，比近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32 万吨。近几周大豆压榨量预期回升，预计短

期豆油库存或将小幅回升。不过马来西亚发生洪水，加上劳动力短缺问题仍没有得到缓解，马棕减产的预期仍偏强，支撑棕榈油价格。

另外，豆类方面也有天气因素导致的减产预期，支撑近期的油脂走势。盘面来看，豆油目前仍处在上涨势中，前期多单继续持有，止损

10日均线。

周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豆粕库存 周三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豆油库存 周五USDA美豆出口销售情况 ，13号USDA供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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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