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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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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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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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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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发布大豆加工补贴通知，利好于大国产大豆价格，加上外盘和邻池豆粕持续拉高，

上周豆一 1805 合约延续涨势，上涨 2.29% 

焦点事件数据 

为深入推进玉米和大豆购销市场化改革，促进大豆产业发展，2 月 28 日，吉林省粮食

局发布关于开展饲料加工企业和大豆加工企业补贴申报及资质审核工作的通知。其中在

吉林省内生产经营正常、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年处理大豆能力 5000 吨以上、就地采

购省内生产的大豆、自建仓储设施、在产的食品及副食酿造大豆加工企业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前均可以申报。 

现货情况 
 3 月 2 日，湖北潜江高场镇经销商早熟大豆净粮装车价格在 2.95 元/斤左右。江苏兴

化地区贸易商翠扇豆净粮收 2.55 元/斤。 

上下游情况 现货市场购销寡淡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豆一库存仓单 12763 张 

关键价位 下方支撑位在 3640元/吨，上方压力位在 3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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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低短多 
在3675元/吨附近短多，止损3640元/吨，

目标3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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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国外盘面表现强势，带动国内豆类走势，加上吉林开

展大豆加工企业补贴，推动豆一短期保持涨势。但是

农户手中待售余粮比例高于去年，供应压力尚未完全

释放，后市料有一波集中售粮，总体上涨空间有限。 

 

 

截至 2018 年 3 月 2 日，净空持仓为 29326 手，比

之前一周五增加 2192 手，主力合约盘面上涨趋势

良好，后期空头可能进行回补，净空短期下降趋势

难以延续。 

 

豆    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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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因阿根廷天气未有改善，产量预估持续下调，使得上周豆粕飙升，M1805上涨 5.82%，

收报 3129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报告，将 2017/18年度阿根廷大豆产量预测值调低至

4400万吨，较上周预测值下调了 300万吨，也远远低于上年产量 5700万吨。产量大幅

调低的原因在于阿根廷仍有 52%的大豆继续受到旱情影响。 

现货情况 全国油厂豆粕库存降至 71.02万吨，较上上周的 71.71万吨，减少 0.69万吨，降幅 0.97% 

上下游情况 春节过后，油厂逐渐恢复开机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豆粕库存仓单 13173张 

关键价位 下方支撑位在 3000元/吨附近，上方压力位在 3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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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低做多 
在 3070-3100 元/吨区间内

短多，止损 3060 元/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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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1个月内） 逢低做多 

在 3050-3100 元/吨区间内

做多，止损 3020 元/吨，

目标暂时看到 3250 元/吨 

☆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买豆粕卖菜粕 

当两者价差为 550元/吨附

近进行买 M1805 卖

RM1805 合约，止损 520

元/吨，目标 610-640 元/

吨 

☆ 

现货套保 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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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干热天气令减产预估幅度扩大，提振美豆期货

盘面，国内豆粕盘面暴涨，带动现货价格跟涨。2018

年 3 月 2 日江苏地区豆粕蛋白含量 43%报价为 

3210 元/吨，较节前上涨 230 元/吨。 

 

 

截至 2018 年 3 月 2 日，豆粕期货前二十名净空持

仓 164796 手，较上一周五减少 69291 手。天气炒

作引爆行情，多头积极介入，多头头寸较上一周五

增加 176633 手。 

 

豆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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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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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天气因素引发外盘持续攀高，带动国内豆类市场，上周 Y1805合约继续回升，上涨 1.84%，

收报 5854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巴西自 2018年 3月份开始强制掺混率将提高到 10% 

现货情况 截至 2月 27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 141.59万吨 

上下游情况 进入消费淡季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DCE豆油注册仓单为 18890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 5730元/吨附近，压力位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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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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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5820元 /吨区间内做

多，止损5750元/吨 

☆ 

波段（1个月内） 观望   

中线（1-3个月） 观望   

套利交易 买豆抛棕 

当两者价差为 580元/吨进行买

Y1805卖 P1805套利组合，止损

550元/吨，目标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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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 日，张家港四级豆油价格为 5780

元/吨，较上一周五上涨 140 元/吨。 

 

 

消费进入淡季，油厂春节后逐步恢复开机，豆油库

存下降趋势难以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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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榈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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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因印度提高棕榈油关税，打压市场价格，上周连棕榈 1805合约冲高承压回落，上涨 0.19%，

收报 5266元/吨 

焦点事件数据 

印度政府发布公告，将毛棕榈油进口税调高到 44%，高于早先的 30%，精炼棕榈油的进口

税也从 40%调高到 54%，均为 10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此举旨在支持本国农户，有助于鼓励

使用国产油籽进行压榨，并限制食用油进口规模。 

现货情况 3月 2日，国内棕榈油库存为 67.3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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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张 

关键价位 支撑位 5200元/吨，压力位 5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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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间交易 
5150-5400元/吨区间内高抛低

吸，止损各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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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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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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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1 月毛棕榈油产量较去年 12 月下滑 13.5%

至 160 万吨，出口增加 6%至 150 万吨，市场原先预

期下滑 8%至 131 万吨，1 月底棕榈油库存较前月下

滑 6.8%至 250 万吨，之前市场预期为 275 万吨。马

来西亚棕榈油出口数据意外不降反增，令库存下滑

幅度超过市场预期。 

 

 

豆棕现货价差偏低，加上气温较低，抑制棕油终端

消费，到港量能够满足需求，国内棕榈油港口库存

至少保持当前水平，甚至将缓慢上升。 

 

 

 

油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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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RS1807合约收报 5395 元/吨，涨 109元/吨，涨幅 2.06%。 

焦点事件数据 2017年 12月菜籽进口量约为 32.97万吨。2017年全年累积进口菜籽 468.04万吨，全

年同比去年累计进口增加 116.7万吨，同比增幅 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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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干旱天气的持续发酵叠加美豆出口的强劲数据提振国内油脂油料。目前市场上国

产菜籽数量依然较少。进口菜籽方面，根据最新市场跟踪情况，2月及 3月份菜籽到港

量为 43.4万吨和 3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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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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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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02月 23日福建及两广菜籽沿海库存累计至 50万

吨，环比节前一周涨幅 35.87%，因春节放假油厂停机检

修，沿海菜籽库存继续增加。同时根据最新的跟踪情况，

2月及 3月份菜籽到港量为 43.4 万吨和 36万吨，原料

供应较为充裕。 

 

 

 

近期全国工厂开机率大幅回落，截止 02月 23日，

全国工厂开机率跌至 1.2%。纳入调查的 101家油厂

菜籽压榨量下降至 6000 吨，较上上周 53370 吨减

少了 47370吨，降幅 88.76%，后期随着假期结束，

开机率将逐步恢复，下周压榨量有望恢复至 5万吨。 

   

 

菜 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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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RM1805大幅上涨，收报 2578元/吨，涨 117元/吨，涨幅 4.75%。 

焦点事件数据 
2017 年 12 月菜粕进口量约为 5.6 万吨。2017 年截止 12 月份我国累计进口菜粕 94.34

万吨，全年同比去年累计进口增加 35.95万吨，同比增幅 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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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情况 根据布瑞克数据，广东菜粕价格 2520元/吨，价格大幅上涨。 

上下游情况 

国际市场上因阿根廷干旱天气，机构对其大豆产量担忧，纷纷下调其新年度产量数据，

提振国内粕类市场。不过国内菜粕市场基本面并未有明显改善，上游原料充裕，同时春

节后油厂开机率将快速恢复，菜粕供应将会加大。 

库存仓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菜籽粕注册仓单 7989张，有效预报 1271张。 

关键价位 压力位 2660元/吨，支撑位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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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仓试多 

对于 RM1805 合约，建议依

托 2550 元/吨一线轻仓试

多，止损于 5 日线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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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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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3 日，两广和福建地区库存下降至 4.55

万吨，库存较上上周 4.7 万吨减少了 1500 吨，去年

同期油厂菜粕库存为 4.99 万吨，同比跌幅 8.82%。

库存压力低于去年同期。得益于春节假期停止菜籽压

榨，缓解菜粕供应。 

 

 

上周菜粕 1805 合约主力资金净持仓由空转多，其

中多单量增持明显，表明主流资金对期价预期较为

乐观，买盘力量显强。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菜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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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上周 OI1805期价延续反弹，收报 6440元/吨，上涨 90元/吨，涨幅 1.42%。 

焦点事件数据 
1.2017年 12月我国进口菜油 5.8万吨，同比减少 4.73%。2017年我国全年累计进口菜

油 74.85 万吨，同比增加 8.48%。 

现货情况 根据布瑞克数据，广东菜油价格 6440元/吨，价格小幅走高。 

上下游情况 
节后油脂消费将进入传统的季节性淡季，加之另两大油脂库存均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油

脂整体依旧维持供大于求的格局。 

库存仓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菜油注册仓单为 10027张，有效预报 4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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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间交易 

建议OI1805合约建议在

6300-6440元/吨区间内低吸高

抛，突破区间后建议观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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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油沿海库存    图2  菜油1805合约主力资金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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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 月 23 日，由于春节假期，菜籽油工厂开机率大

幅下滑，导致福建及两广地区菜籽油下降至 4.67万吨，

较上上周 4.8 万吨减少了 1300 吨，降幅 2.71%。较去

年同期 9.05 万吨 4.25 万吨，跌幅 48.4%。 

 上周菜油 1805合约净空持仓小幅增加，持仓延续

流出态势，有移仓换月迹象，其中多单量减持幅度

较大，或使上行动能减弱。 

   

 

鸡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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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JD1805合约窄幅整理，收报 3793元/吨，涨 5元/吨，涨幅 0.13%。 

焦点事件数据 

根据芝华数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 01月在产蛋鸡存栏量为 11.13亿只，较去年 12

月减少 1.03%，同比去年减少 3.60% 。2018年 01月后备鸡存栏量为 2.62亿只，较去年

12月减少了 2.21%，同比增加 25.72%。 

现货情况 主产区蛋价小幅走高，至 3.53元/斤（博亚和讯） 

上下游情况 

随着元宵节及节后补库结束，需求再度减弱，蛋价进入季节性下跌周期。业者反应收货较

易，但贸易商对当前行情并不看好，收货较少，使得鸡蛋走货偏慢，养殖户库存较多，蛋

价或延续震荡偏弱格局。 

库存仓单 DEC鸡蛋注册仓单为 10张。 

关键价位 阻力位：3850元/500 千克，支撑位：3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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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抛空 
对于JD1805合约背靠3800元

/500千克一线短空操作，止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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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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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主产区现货均价   图2  鸡蛋1805合约主力资金变化图    

  
上周，主产区鸡蛋价格先扬后抑，截至 3 月 02 日主

产区均价为 3.53 元/斤。（根据博亚和讯）随着元宵

节及节后的补库结束，走货逐渐放缓，贸易商观望

心理增强，或使鸡蛋价格维持偏弱震荡调整。 

 

 

上周，JD1805 合约净多持仓缩减至零值附近，空单

量随着期价上行有所增持，主流资金看空意愿加

强。 

 

白   糖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郑糖 1805主力合约期价小幅下跌 

焦点事件数据 1、海南省 2017/18 年榨季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止，已榨甘蔗量 115.55 万吨，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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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季的同期的 103.58 万吨多榨 11.97 万吨；尚存蔗量 39.45 万吨，比上榨季同期的 37.21

万吨增加 2.24 万吨（全榨季估产总蔗量本期调整为 155 万吨，比榨季开始之前 165 万

吨调减 10 万吨。 

2、国际糖业组织（ISO)周四上调 2017/18 年度（10 月/次年 9 月）全球糖市供应过

剩预估，从之前的 503 万吨调高至 515 万吨。 

现货情况 广西中间商新糖报价 5930-6020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市场而言，海南产销率略下降，预估广西产销数据同步下降，预计糖价不容乐

观；国内各地区现货价格持稳为主；另外目前白糖新增工业库存进入急速增长周期，今

年食糖进口配额以及自律指标尚未下发的情况下，预计进口食糖量将维持在低位；春节

后白糖将进入消费淡季，但是考虑到目前郑糖期价处于成本临界位附近，延续下跌幅度

有限。 

天气情况 正常 

库存仓单 郑商所仓单 48197 张，有效预报 100张 

关键价位 压力 5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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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交易 

建议郑糖1805在

5700-5840元/吨区间日内

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逢高抛空 

建议在5900点上方做空，

目标位看至5660元/吨，止

损6020元/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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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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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底，国内白糖新增工业库存为272.8万吨，

环比上个月上涨了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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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02日主流资金净空持仓为 32109

手，较上周空头持仓呈现明显增仓趋势，市场看空

气氛越发浓厚，加上外盘原糖过剩量继续上调，导

致空头持仓略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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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期价冲高回落，CY1805合约期价区间震荡 

焦点事件数据 

1、截止到 2018 年 3 月 1 日 24 点，2017 棉花年度全国共有 1020 家棉花加工企业

按照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加工棉花并进行公证检验，检验量达到

22833243包，516.4430万吨。   2、截至 2 月 22 日当周，净出口销售 2017/18 市场年

度陆地棉 29.41 万包，较前一周下降 26%，较前四周均值减少 20%。 

现货情况 棉花价格指数 3128B 价格报收 15697 元/吨；棉纱价格指数 C32S 价格为 22970 元/吨。 

上下游情况 
国内市场，上游棉花现货价格小幅上调，市场上优质棉结构短缺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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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即将迎来棉花轮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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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储备棉竞拍价格在 14700 元/吨附近，新棉与储备棉以及仓单将出现相互竞争关系，

储备棉或将成为市场上多数贸易商竞相争抢的资源之一。国内棉花基本收购完毕，双

29 与双 30 棉花价格在 16000 元/吨，机采棉与手工棉难以从价格方向区分，折合盘面利

润率在 2.5%附近，中下游而言，1 月纺织行业延续偏弱运行态势，月用棉量继续下滑。 

天气情况 正常 

库存仓单 郑交所棉花注册仓单 5798张，有效预报 1496张 

关键价位 支撑 14900元/吨，压力 1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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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1805短期14900-15200

元/吨区间震荡为主；

CY1805建议在

23000-23480区间交易 

☆ 

波段（1个月内） 逢高抛空 

CF建议在15200元/吨建立

空单，目标位14800，止损

15400元/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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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棉花库存情况  图2 郑棉前20名净持仓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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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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2日，郑棉前20名净空头持仓为

31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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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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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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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玉米 C1805合约期价沿 1830元/吨一线震荡，上周五突破并站上 1830元/吨，一度

触及前期 1850元/吨以上的高位平台。整体走势强势。上周最高价 1854元/吨，最低价

1815元/吨，周线报收 1840元/吨，涨幅为 1.49%。 

焦点事件数据 

1、2018年 2月 28日中储粮网内蒙古玉米竞价销售结果：计划销售玉米总量 12191

吨，成交 1000吨，成交价格 1840元/吨(卖方库内散粮汽车板价)。 

2、截至 2月 25日，黑龙江、山东等 11个主产区累计收购玉米 7972万吨，同比增

加 685万吨。 

3、2 月 2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 2月 21日的一

周，玉米收获工作推进到阿根廷中部地区。单产依然低于最初预期，因为在恩特里奥斯、

康多巴以及圣塔菲等地，扬花期和灌浆期的作物缺乏降雨。 

现货情况 
锦州港地区水分 15%、霉变 2%以内新粮报收 1860-1890 元/吨，较前一期上涨 60

元/吨，平舱价 1905-1935元/吨，较前一期上涨 40-60元/吨。 

上下游情况 

供应方面：玉米市场购销活动未完全恢复，短期供应上量缓慢，造成阶段性供需紧

张，随着气温回升，农户不易储藏玉米，将逐步释放库存，同时地方拍卖重启以及国家

临储拍卖时间的临近，后期供应方面或显宽松。需求方面：部分深加工企业节后有补库

需求，造成阶段性供需紧张，加工企业上调报价吸引粮源，玉米现货价格小幅反弹。同

时吉林省粮食局发布补贴方案，此次深加工补贴政策落地给了饲料加工企业一丝暖意，

开工率有望提高，利好玉米需求。生猪方面，春节后，市场中的大体重生猪基本已经出

栏完毕。不过当前生猪价格大跌，恢复补栏的积极性较低，难以提振饲料需求。综上所

述，玉米市场在供应真空背景下有望维持相对强势，但是地方拍卖凸显政策性平抑玉米

价格的信号。一旦国家临储拍卖启动，玉米市场价格走势终将被其所左右。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大商所仓单 31076 张，较上一期增加 1514张 

关键价位 压力 1850元/吨，支撑 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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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线（1周内） C1805区间震荡 
C1805于1800-1850元/吨

区间交易，高抛低吸 

☆ 

波段（1个月内） C1805逢高做空 

C1805于1850元/吨一线逢

高做空，目标1800元/吨以

下 

☆ 

中线（1-3个月） 观望 无  

套利交易 观望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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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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大连交易所玉米仓单31076张，仓

单数量较上期周报2月23日29562增加1514张。相比1

月份，随着期价的下跌调整，通过期货市场售货利润

空间减少，仓单数量出现减少。 

 

 

 

截止 2018年 3月 2日，C1805 合约对比前一期 2月

23 日，市场主流资金前二十名的多单量增持 38432

手，空单增持 66576 手，净空单增加 28144 手。节

前主力合约整体持仓量有所减少，处于 12月下旬以

来的低位，净空单数量也位于主力合约换月以来的

低点，节后多空双方明显增仓，空方增加力度更强，

期价上方压力明显。 

   图3  玉米进口利润走势图   图4 我国南北港口玉米库存变化图 

  
截止2018年3月2日，南方港口玉米到港成本为1661.68

元/吨，进口利润为348.32元/吨，较2017年年初，到

港成本呈现下行的态势，进口利润则逐渐上升，主要

原因是我国玉米价格低位反弹，美国玉米丰收，美玉

米价格走低，及我国农产品增值税下调，进口玉米成

本较国内玉米有较大比价优势，对于国内玉米将造成

压力。 

 

 

截止 2018年 3月 2日，我国北方港口库存 342万吨，

南方广东港口库存 7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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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淀粉 

 

《上周概况》 

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玉米淀粉 CS1805 合约回踩 2150 元/吨获得支撑，由于淀粉企业开机率较低，淀粉

价格下方有支撑，玉米淀粉期价回调空间有限。周内最高价 2205 元/吨，最低价 2138

元/吨，报收 2161元/吨，涨幅为 1.27% 

焦点事件数据 
1、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累计出库玉米淀粉 254827.523吨，较 2016年总出

口量大幅增加 91.87%。 

现货情况 山东地区深加工企业出厂价 2400-2480元/吨。 

上下游情况 

供应方面：淀粉企业开机率维持高位，市场货源供应充足，备货逐渐结束，淀粉库

存有所回升；需求方面：近期下游新增订单较少，主要以执行前期合同为主，下游消费

不振。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大商所仓单 4张，较上一期减少 60张 

关键价位 压力 2200元/吨，支撑 2150元/吨（CS1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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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1805区间震荡 
CS1805于2150-2200元/吨

区间交易，高抛低吸 

☆ 

波段（1个月内） CS1805逢高做空 

CS1805于上方压力位2200

元/吨一线逢高做空，目标

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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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企业开机率   图2 玉米淀粉加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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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2月23日，据布瑞克数据显示，我国淀粉企

业开机率为57%，较2月16日增加7%。整体开机率较春

节前尚未恢复。 

 

 

 

 

 

 

截止 2018年 3月 1日，据布瑞克数据显示，我国淀

粉企业加工利润河北地区为 0.8元/吨，吉林地区为

-12.65元/吨，山东地区为-9.6元/吨。加工利润较

春节前有所回升。 

  图3 玉米淀粉主力合约前20名持仓变化图   图3 玉米淀粉主力合约前20名持仓变化图 

 

 

截止3月2日，CS1805合约净空单为29966手，较2月23

日16141手，增加13825手，随着淀粉CS1805合约期价

上升，净空单持仓量小幅增加，空方压力增加。 

 

 

 

 

 

 

苹果 

 

《上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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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角度 概况说明 

行情回顾 
苹果 AP805 合约节后反弹至 20 日线后受阻，上周围绕周 20 日线波动，上涨 170

元/吨，涨幅达到 2.48%，成交量创周度新高。 

焦点事件数据 无 

现货情况 

据中国苹果网资料显示，销区市场反馈信息比较消极，富士苹果市场消化出现了比

较严重的问题，不管是低端膜袋货源还是高档货源均不甚理想。总体来说，产地价格适

合市场价格的货，质量达不到市场需求的标准，产地果品质量适合市场要求的货，价格

高于市场接受的限度。栖霞产区客商补货平稳进行，交易氛围略有好转，客商货以及果

农三级果交易稍好，果农一二级货仍稍显清淡。陕西洛川产区客商自提货源交易平稳，

果农货走货依旧不快，受行情不畅的影响，果农出售心态开始转变，惜售心理明显减弱。 

上下游情况 
供需方面，销区走货不佳，节前备货期交易偏冷，节后存在存货出库，供应压力增

大的可能，在供需宽松的格局下，价格有继续走弱的预期。 

天气情况 无 

库存仓单 郑商所仓单 0张，较上一周不变 

关键价位 压力 7300元/吨，支撑 7000元/吨（AP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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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805区间震荡 
AP805于7000-7300元/吨

区间交易，高抛低吸 

☆ 

波段（1个月内） AP805反弹做空 

AP805待期价反弹至7300

元/吨以上逢高做空，目标

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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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产区价格   图2 各类水果批发价格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热线：4008-8787-66                 

www.rdqh.com 

  

截止3月2日，山东烟台栖霞（纸袋80#以上一二级果农

货）3元/斤，山东沂源（纸袋75#以上）1.85元/斤，

陕西洛川（纸袋80#以上）4.4元/斤，甘肃静宁（纸袋

75#以上4元/斤. 

 

 

 

截止 3月 2日，全国富士苹果均价 3.3元/斤，蜜桔

均价 1.725 元/斤，香蕉均价 2.575 元/斤，鸭梨均

价 1.47 元/斤，其他水果较苹果来得便宜，对于苹

果产生替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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