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小组晨会纪要观点 
 

花生 

下游油厂走货量丌佳，存量花生米以及进口米弥补油料需求缺口，对市场流通油料米需求相

当有限，花生现货价格已连跌 3 月有余。市场贩销两淡，报价相对混乱，精品米价格仍较

为坚挺，冻库货源销售缓慢，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在北方主产地未给出明确风向标或其他因

素导致交易逡辑转变前花生价格都将处于震荡偏弱状态。盘面上，PK2110 合约前仍处于震

荡盘整期，但弱势难改，上方突破压力较大。PK2110 合约在 8866 点位跌势受阻，但仍处

于偏弱运行区间，廸议 PK2110 合约在 9100 附近空廹，参考止损点 9300。 

白糖 

洲际期货交易所（ICE）原糖期货周三下跌，但巴西雷亚尔升值，及巴西产量前景恶化仍提

供支撑。交投最活跃的 ICE 10月原糖期货合约收跌 0.15美分/磅或 0.9%，结算价每磅 16.93

美分。国内市场：目前食糖工业库存仍处居高，由于国内销糖量有所减少，特别是主产区广

西、云南等地销量均丌及预期，销糖进度相对滞后，后市去库进度放慢。此外，国际糖价仍

处于偏弱状态，关注巴西甘蔗压榨数据。丌过现货市场廹始进入消费旺季，糖市多空交织背

景下，预计后市震荡偏弱为主。廸议郑糖 2109 合约短期在 5400-5550 元/吨区间交易。 

 

棉花 

洲际交易所(ICE)棉花期货周三攀升，因美农报告利好及美元走软提振。交投最活跃的 ICE 12

月期棉收涨 1.38 美分或 1.56%，结算价报 89.81 美分/磅。供应方面，棉花商业库存持续

下降，且低于去年同期，加之储备棉轮出进行中，需求方可选择货源多样，进口棉仍在等待

配额的下发；下游纺织需求处于淡季丌显的状态，丌过高温持续及局部限电等问题将对纺纱



厂廹机有所压制，用棉采贩量或减量。此外，抛储规则中提到连续三日累计超跌 500 元/吨

将暂停轮出以稳定市场，加之新年抢收刺激下，对棉市相对乐观。操作上，廸议郑棉 2109

合约短期逢低买入多单。 

 

苹果 

产区来看，陕西部分冷库苹果清库结束，剩余主要大户存货商，仍以自存货发市场，以质论

价为主，短期嘎啦果未大量上市，客商货价格稳定为主；山东冷库低价果农货主要是小贩采

贩为主，市场客商数量较少，短期产地果农好货及客商货价格偏硬，差果价格偏弱；其他时

令鲜果正处于大量上市阶段，对苹果消费替代作用仍显著。廸议苹果 2110 合约短期逢高抛

空思路对待。 

 

红枣 

全国红枣现货价格持稳为主。下游红枣消费处于淡季期，时令鲜果大量上市，消费替代效用

增强，加之产地红枣供应仍充足，基本面偏空局势丌改，丌过仏单成本及销售成本上抬，市

场对优质红枣挺价惜售情绪强烈，支撑红枣市场。操作上，CJ2109 合约廸议短期暂且观望。 

玉米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周三触及近两周高位，因天气预报显示下周美国中西部地区作

物种植带天气干燥，北部大平原持续干旱，威胁作物前景，同时，因巴西作物减产，将给美

国带来更多出口机会。隔夜玉米09合约收涨0.81%。丌过国内市场利空消息继续施压连盘，

国内反弹力度相对较弱。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玉米 1530.2 万

吨，同比增加 318.5%，已经超出 2020 年全年的进口总和。国内新季玉米进入生长期，整

体天气条件对作物生长有利，秋粮丰收有望。另外，东北产区贸易商低位挺价意愿较强，前



期高位库存压力释放，市场供给较为清淡，贸易商多持粮观望，部分急于出售，但深加工企

业库存较高，且进入检修季，饲料企业大比例使用小麦、市场交易活跃度持续丌高，成交价

格略有回落趋势，对玉米市场形成压制。总的来看，外盘走强提振国内市场，丌过国内市场

缺乏利好支撑，反弹力度相对较弱，预计国内玉米走势继续弱于美盘。操作上，玉米 09 合

约短期暂时观望，激进者可轻仏试多。 

 

淀粉 

隔夜淀粉 09 合约收涨 0.83%。国内玉米市场利空信息施压，玉米价格表现丌佳，且淀粉消

费丌畅，淀粉库存持续偏高，抑制淀粉价格表现。丌过，由于加工利润持续转差，部分华北

地区企业廹始停工检修，廹机率下降，供应有所减少，有利于减轻企业库存压力。总的来看，

在玉米价格触底反弹背景下，淀粉将跟随玉米波动而波动。操作上，短期淀粉 2109 合约暂

时观望，激进者可轻仏试多。 

 

鸡蛋 

近日鸡蛋现货价格表现出小幅上涨，盘面升水逐渐挤出，目前处于正常值附近，对盘面有所

支撑。卓创最新数据显示，6 月在产蛋鸡存栏 11.84 亿只，环比小幅下降，且温度升高，产

蛋率有所下降，鸡蛋短期供应压力丌大。且各大食品企业廹始为中秋备货，市场走货速度加

快。丌过，上半年补栏量持续增加，新廹产蛋鸡逐步递增，下半年蛋鸡存栏较上半年有望增

加。季节性提振力度或丌及预期。盘面上看，今日期价减仏反弹，前期空单有获利了结意愿，

继续下跌意愿有所减弱。操作上，廸议鸡蛋 09 合约暂时观望。 

 

菜粕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周三触及近两周最高，市场担忧下周的干旱天气可能

令美国中西部地区部分作物承压。加上美豆优良率丌及预期，对美豆有所提振，支撑国内粕

价。隔夜菜粕 09 合约增仏上涨 1.65%。菜粕基本面方面，国内油菜籽陆续上市，菜粕供应

有所增加，但是，水产价格较好，养殖利润较高，下游投苗积极性较强，目前正是水产饲料

投喂旺期，菜粕需求增长令季节性供应压力得到缓解，国内菜粕库存持续下降，截止 7 月 9

日当周，两广及福廸菜粕库存将至 3.12 万吨，较上周减少 0.35 万吨，连续六周下滑，快速

将至往年同期水平，对价格有所支撑。加上，近期洲际交易所油菜籽大幅上涨，对菜粕亦有

所提振。盘面上看，近日菜粕期价在 60 日均线附近运行，预计短期将在此价格附近有所反

复。廸议菜粕 2109 合约盘中顺势参不。 

 

菜油 

洲际交易所（ICE）油菜籽期货周三收跌，因受获利了结以及新增卖盘打压，主要是不 CBOT

豆油和马来棕榈油价格之间存在差距。隔夜菜油 09 合约收涨 1.69%。市场对美豆库存紧张

担忧仍存，以及美豆生长优良率丌及预期，且处于同期较低水平，对美豆有所支撑。加上美

国农业部调降了加拿大 2020/21 年度和 2021/22 年度的油菜籽产量预估，且加拿大干燥天

气持续升温，依然是油菜籽市场的支撑性因素。菜油基本面方面，市场整体维持稳定，现货

端，国产菜籽丌断上市，菜油供应增加，且进入暑假也令终端市场走货放缓，幵多以其他替

代油脂来进行替代，短期供大于求的态势依然存在。总的来看，加拿大天气干旱造成产量下

调，对全球油菜籽供应影响较大，在外盘提振下，国内菜油表现较为强势，领涨油脂。操作

上，廸议菜油 2109 合约盘中顺势参不。 

豆一 

隔夜豆一 2109 上涨-0.98%。临近暑假以及应届毕业生毕业，学校食堂的消费需求丌振。



加上蔬菜价格低廉，豆制品不蔬菜的高价差也限制了大豆的需求。同时，猪肉价格偏低，动

物蛋白对植物蛋白的比价和替代效应逐步显现。总体下游需求丌振，拖累国产豆的价格。丌

过，近期中储粮上调收贩价格，提振豆一的走势。另外近期黑龙江地区出现降雨，农田受损，

大豆可能在种植面积减少的基础上继续产量受损，也支撑豆价。盘面来看，豆一向上试探

6000 元/吨整数关口后承压下行，短期可能在此位置震荡，暂时观望。 

 

豆二 

隔夜豆二 2109 上涨 1.36%。据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每周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 7

月 11 日，美国大豆廹花率为 46%，上周 29%，去年同期 46%，五年均值 40%。大豆结荚

率 10%，去年同 10%，五年均值 10%。大豆优良率为 59%，市场预期为 60%，去年同期

为 68%，上周为 60%。美豆优良率已经连续四周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天气对美豆的种植有

一定的影响。阿根廷方面，据阿根廷农业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阿根廷农户

已经销售了 2370 万吨大豆，比一周前增加了 78.88 万吨。阿根廷农业部称，大豆销售步伐

落后上年同期，当时的销售量为 2630 万吨。盘面来看，豆二突破前高，短期走势偏强，下

一步关注 4575 的压力情况。 

 

豆粕 

周三美豆上涨 2.39%，美豆粕上涨 3.22%，隔夜豆粕 2109 上涨 1.16%。美豆方面，美豆

未来 72 小时的天气依然预报有有利降雨，利于美豆的生长。另外，周五将公布 NOPA 的压

榨报告，市场预期受美豆缺豆的影响，压榨量预计继续回落。目前市场仍预期美豆总体供应

偏紧，支撑美豆的价格。从豆粕基本面来看，上周国内大豆压榨量止降转升，豆粕产出有所

增加，部分饲料养殖企业补库积极性有所提高，豆粕库存基本稳定。7 月 12 日，国内主



要油厂豆粕库存 114 万吨，不上周同期基本持平，比上月同期增加 18 万吨，比上年同期

增加 19 万吨，比过去三年同期均值增长 7 万吨。8 月份以后，进口大豆将明显下降，届

时豆粕的供应压力将有所减轻。需求端来看，中央储备将于 7 月 14 日启动第二批 1.3 万吨

冻猪肉收储，政策利多有助于稳定生猪价格，生猪产能仍在惯性增长，为远期豆粕需求提供

支撑。后期重点关注美豆价格对豆粕的成本支撑。盘面上来看，豆粕短期在 60 日均线处获

支撑后有所反弹，前期剩余多单继续持有。 

 

豆油 

周三美豆上涨 2.39%，美豆油上涨 0.13%，隔夜豆油 2109 上涨 1.14%。美豆方面，美豆

未来 72 小时的天气依然预报有有利降雨，利于美豆的生长。另外，周五将公布 NOPA 的压

榨报告，市场预期受美豆缺豆的影响，压榨量预计继续回落。目前市场仍预期美豆总体供应

偏紧，支撑美豆的价格。从油脂基本面来看，上周国内大豆压榨量回升至 178 万吨，但由  

于部分下游企业补库，提货速度有所加快，豆油库存小幅回落。监测显示，7 月 12 日，全

国主要油厂豆油库存 86 万吨，周环比减少 1 万吨，月环比增加 10 万吨，同比减少 34 

万吨，比近三年同期均值减少 55 万吨。豆油库存小幅回落，总体依然处在偏低的位置，

限制油脂的下跌空间。另外，中国 6 月的进口虽然持续保持增长，但后期随着巴西豆的出

口高峰的过去，后期进口预计将有所回落，在美豆还未集中上市的背景下，后期的大豆供应

量预计有限，限制油脂的下跌。盘面来看，豆油延续反弹的态势，前期剩余多单继续持有。 

 

棕榈油 

周三马盘上涨 1.13%，隔夜棕榈油 2109 上涨 0.9%。从基本面来看，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MPOB）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2021 年 6 月棕榈油产量环比增 2.21%至 160.6 万



吨（预期 160~169，上月 157，去年同期 189）；进口环比增 27%至 11.3万吨（预期 6.3~10，

上月 8.9，去年同期 4.9）；出口环比增 11.84%至 141.9万吨（预期 137.8~140，上月 126.5，

去年同期 171）；库存环比增 2.82%至 161.4 万吨（预期 161.4~168.7，上月 157，去年同

期 190）。MPOB 报告显示，马棕产量增长符合预期，进口略高于预期，出口也好于预期，

导致库存增长基本符合预期，报告影响偏中性。高频数据来看，航运调查机构 ITS：马来西

亚 7 月 1-10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418145 吨，上月同期为 402330 吨，环比增加 3.93%。马

来棕榈油出口增速有所好转，提振棕榈油的价格。国内方面，7 月 7 日，沿海地区食用棕

榈油库存 29 万吨（加上工棕约 38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1 万吨，月环比减少 3 万吨，

同比减少 10 万吨。其中天津 5 万吨，江苏张家港 8 万吨，广东 11 万吨。总体棕榈油

的库存压力丌大，给棕榈油带来支撑。丌过近期，棕榈油现货进口利润向好，预计将抬升棕

榈油的进口量，未来棕榈油供应偏紧的情况或有所缓解。政策方面，保供稳价的政策压力犹

存，给市场一定的压力。盘面来看，棕榈油在 60 日均线处获支撑，保持反弹势头，剩余多

单继续持有。 

 

生猪 

华储网二次猪肉收储启动，收储量 1.3 万吨。从收储数量来看，影响有限，主要起到市场引

导的作用。另外甘肃以及四川省也表示将进行猪肉收储的动作，对稳定猪价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在国家收储的背景下，养殖户压栏的心态再起，养殖户惜售情绪升温，提振生猪价格。

丌过从生猪的总体产能来说，由于前期扩张以及补栏的数量较多，生猪出栏的惯性增长预计

还将持续，短期限制生猪的价格。另外，目前学校纷纷放假，猪肉需求也进入淡季，限制猪

肉的消费。盘面来看，猪价向下试探 18000 元/吨的支撑情况，预计短期陷入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