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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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5.00 -7.00↓ 豆二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5,359.00 -20↓

大连豆一 9-1价差(元/吨) 187 +33.00↑

大连豆一 持仓量(手) 94,679.00 +41194↑ 大连豆二 持仓量(手) 18,418.00 -767↓

大连豆粕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4,118.00 +14.00↑ 大连豆油 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11,380.00 -186↓

大连豆粕 9-1价差(元/吨) 254.00 +1.00↑ 大连豆油  9-1价差(元/吨) 258.00 -44↓

大连豆粕 持仓量(手) 1,220,929 -8812↓ 大连豆油 持仓量(手) 358,045.00 -6470↓

豆一前20名净持仓(手) -438 -498.00↓ 豆二前20名净持仓(手) 0 0.00

豆粕前20名净持仓(手) -240,843 +14402.00↑ 豆油前20名净持仓(手) -32,248 +969↑

大连豆一 仓单(张） 14339 -275.00↓ 大连豆二 仓单(张） 200 0.00

大连豆粕 仓单 （(张） 19024 0.00 大连豆油 仓单 (张） 6800 -42↓

CBOT大豆主力结算价(美分/蒲式耳) 1,693.75 -4.75↓ CBOT豆粕主力结算价(美元/短吨) 417.50 +6.50↑

CBOT 豆油主力结算价（美分/磅） 77.67 -0.61↓

国产大豆现货价格(元/吨) 5,980.00 0.00 豆油价格（日照）(元/吨) 12,300.00 -150↓

南美大豆到港成本(元/吨) 5,682.69 -185.25↓ 豆油价格（张家港）(元/吨) 12,360.00 -200↓

现货价格 美豆到港成本(元/吨) 7,215.86 -234.97↓ 豆油价格（湛江）(元/吨) 12,420.00 -200↓

豆粕价格（张家港）(元/吨) 4250 -50.00↓

国产大豆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298 +17.00↑ 张家港豆油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794.00 +32↑

张家港豆粕主力合约基差(元/吨) 118 +30.00↑

美豆产量（月，百万吨） 126.28 0.00 美豆期末库存（月，百万吨） 7.61 -0.82↓

巴西产量（月，百万吨） 139.5 0.00 巴西期末库存（月，百万吨） 29.4 +29.4↑

上游情况 美豆播种率（周，%） 78% +28.00↑ 巴西豆收获进度（周，%） 99.4% 0.0000

阿根廷豆收割进度（周，%） 89.90% +12.300↑ 美豆出口检验量（周，千蒲式耳） 22329 +8844↑

美豆出口销售量（周，万吨） 476544 +70200↑ 巴西出口（月，万吨） 941 -85.1↓

油厂大豆库存（周，万吨） 704.97 +1.26↑ 油厂豆粕库存（周，万吨） 82.35 +12.6↑

油厂豆油库存（周，万吨） 79.35 +1.80↑ 油厂开工率（周，%） 56.53% -0.59%

油厂压榨量（周，万吨） 162.65 -1.67↓ 大豆进口数量（月，万吨） 967.4 +159↑

大豆进口预告7月（月，万吨） 720 大豆进口预告8月（月，万吨） 690

棕榈油（广东）（元/吨） 15,850.00 -50.00↓ 菜油（福建）（元/吨） 14,400.00 -350↓

豆棕价差（元/吨） #N/A #N/A 菜豆价差（元/吨） 2,040.00 -150↓

菜粕（江苏）（元/吨） 3,400.00 0.00 油厂豆粕成交量（周，吨） 815,199 +97199↑

豆粕与菜粕价差（元/吨） 850.00 -50.00↓ 油厂豆油成交量（周，吨） 86,400 +10700↑

国产豆（黑龙江）压榨利润(日,元/吨) -353.90 -26.90↓ 进口大豆压榨利润（江苏）(日,元/吨) 72.1 -35↓

中国大豆消费量(年，百万吨) 115.59 +6.87↑ 中国豆油食品用量(年，千万吨 ) 17700 +600↑

生猪价格（周，元/千克） 17 0.00 生猪养殖利润（周，元/头） 131.77 +8↑

鸡禽养殖利润（周，元/羽） 16.72 -9.29↓ 饲料月度产量（月，吨） 24078000 -2089000↓

生猪存栏量（月，万头） 42400 +147.00↑ 能繁母猪存栏量（月，万头） 4177.3 -8↓

国内国际产区

天气

豆粕期货平值看涨期权波动率（%） 20.44 豆粕期货平值看跌期权波动率（%） 21.26

豆粕平值期权20日历史波动率（%） 19.38 豆粕平值期权60日历史波动率（%）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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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4日，巴西2021/22年度大豆作物收获进度达到99.4%，高

于一周前的99.1%，去年同期的收获进度为99.9%。

2全美油籽加工商协会(NOPA)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大豆压榨量略低于市场预估均值但仍创下历史同期纪录最

高水平。NOPA会员5月共计压榨1.71077亿蒲式耳大豆，较4月的1.69788亿蒲式耳增加0.8%，较2021年5月的

1.63521亿蒲式增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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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美国农业部网站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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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当周，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

70%，分析师平均预估为70%，去年同期为62%。大豆种植率为88%，分析师平均预估为90%，此前一周为78%，去年同期为93%，

五年均值为88%。大豆出苗率为70%，前一周为56%，去年同期为85%，五年均值为74%。美豆优良率符合预期，不过种植率以及出

苗率依然慢于去年同期以及五年均值水平。巴西方面，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4日，巴西2021/22年

度大豆作物收获进度达到99.4%，高于一周前的99.1%，去年同期的收获进度为99.9%。巴西收获进度接近尾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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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的一周，阿根廷2021/22年度大豆收获89.9%,比一周前的77.6%

高出12.3%。阿根廷收割加快，预计后期上市速度增加。盘面来看，豆二震荡回落， 下方关注40日均线支撑，暂时观望。

美国高通胀引发市场担忧美国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资金流出，高位获利了解，限制了美豆的价格。不过天气预报显示，美豆种植去下

半月可能面临干旱的情况，在市场焦点放到了美豆的天气情况方面，也限制了美豆下跌的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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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当周（第23周），国内饲料企业豆粕库存天数（物理库存天

数）为9.33天，较上一周减少0.55天，减幅1.42%。饲料企业备货成本上涨，市场分歧加大，部分饲料企业看好后市增加了头寸数量，

但在大部分地区而言，饲料企业认为油厂豆粕库存充足，市场并不缺货，因此在豆粕价格上涨后反应平平，以消化库存为主。近期大豆

到港量依然偏大，不过远期的进口量预计回落，使得市场有一定的预期。不过短期豆粕胀库的现象还是没有明显缓解，压制豆粕的价格

。另外，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将于6月17进行50万吨进口大豆拍卖。储备进口大豆保持每周拍卖一次的拍卖频率，为进口大豆供应提供政

策保障。盘面来看，豆粕维持震荡，下方关注60日均线的支撑。

美国高通胀引发市场担忧美国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资金流出，高位获利了解，限制了美豆的价格。不过天气预报显示，美豆种植去下

半月可能面临干旱的情况，在市场焦点放到了美豆的天气情况方面，也限制了美豆下跌的幅度。从油脂基本面来看，上周国内大豆压榨

量回落至 163 万吨，豆油产出减少，豆油库存小幅下滑。监测显示，6 月 13 日，全国主要油厂豆油库存92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1

万吨，月环比增加 3 万吨，同比增加 13 万吨，比近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15 万吨。当前国内大豆供应充足，本周大豆压榨量预期提升至

180 万吨以上水平，预计豆油库存将重新上升。不过在压榨利润亏损的背景下，油厂挺油价的意愿更高，支撑油脂的价格。棕榈油方

面，印尼实施棕榈油加速出口政策，继扩大出口配额后又宣布暂时下调棕榈油出口专项税最高限额。印尼棕榈油回流国际市场，全球油

脂供应链将得到修复。盘面来看。豆油延续调整的态势，短期调整态势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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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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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豆价格继续偏强运行，上涨幅度在0.01元/斤。基层余粮偏少，进口大豆价格偏强运行，国产大豆拍卖全部成交

都对东北大豆价格形成较为明显的支撑。基层余粮相对较少，价格持续上涨，农户卖粮积极性稍显一般。南方大豆本周

购销较为清淡，下游小贩收购小麦为主，大豆上货量较为有限。上货量少，走货同样清淡，价格暂无明显调整。盘面来

看，豆一震荡回升，暂时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