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小组晨报纪要观点 

重点推荐品种：苹果、豆一、菜油 

白糖 

洲际交易所(ICE)原糖期货周四下跌，因盘中受原油价格进一步上涨和主要出口国巴西

的供应可能因疫情进一步恶化而出现中断推动，期价一度上涨触及两个月高位，但此后投资

者选择锁定获利，这令市场最终收跌。ICE 7月原糖收跌 0.28美分或 2.50%，结算价报每磅

10.98美分。国内糖市：白糖现货售价开始走高，但处于停机或低负荷运行的加工糖厂，将

在政策明朗后陆续开机或出现放大产量。不过随着高校、娱乐等逐渐恢复，下游需求进入传

统消费旺季，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糖价。预计糖价继续维持震荡运行。等待食糖贸易保护关

税是否延期。操作上，建议郑糖 2009合约暂且日内交易为主。 

棉花（纱） 

洲际交易所(ICE)棉花期货周四小幅收涨，因担忧中美贸易关系影响中国需求，不过在

几个主要经济体重启经济后，对需求改善的乐观情绪限制跌幅。美国农业部(USDA)周四公布

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5 月 14 日止当周，美国 2019/2020 年度陆地棉出口销售净增 12.89

万包，较前一周减少 46%，较前四周均值减少 51%。当周，美国 2020/2021年度陆地棉出口

销售净增 12.02万包。ICE 7月期棉收涨 0.07美分，或 0.12%，结算价报每磅 58.06美分。 

国内棉市：当下新疆棉花将陆续进入现蕾期，产区天气变化及外围蝗灾方面消息仍不断

传来，或提振棉价。中下游方面，部分纱线及坯布产成品库存开始下降，但降幅不明显，纱

线及坯布库存天数仍保持在 29 天附近，终端需求恢复仍需时间。在间断式上涨之后，国内

外期棉表现有所冷却，反映出多数市场人士对棉价持续上涨基础的质疑。按照近十年两会召

开期间，郑棉期价表现敏感度偏低，短期郑棉期价或区间震荡为主。操作上，建议郑棉主力

2009 合约暂且在 11300-12000 元/吨区间高抛低吸。建议 CY2009 合约短期在 19000-19800

元/吨区间高抛低吸。 

苹果 

国内苹果现货价格相对稳定，产区优质货源难寻，客商存货受运输成本、包装成本等支

撑，价格相对坚挺。不过由于冷库货源入库时间较长，苹果质量有所下降，加之果农出库意

愿较强，对于品质一般货源大多开始降价出售，均在一定程度上打压苹果价格。此外，目前

水果市场正值各类时令鲜果上市量增加期，且价格具有一定优势，大大削弱苹果需求消费端，

预计短期苹果市场或稳中偏弱格局。操作上，建议苹果 2010合约短期仍逢高抛空思路对待。 



红枣 

目前国内各地红枣报价相对稳定，个别地区价格有所调整；国内品质相对较好的红枣，

经销商惜售心理再现，加上目前红枣入库等成本增加，支撑红枣现货价格。但随着天气逐渐

升温，大部分地区红枣入库存储保存为主，个别加工厂低价出售以减少入库量，加之下游采

购商居少，采刚需补货为主，进一步拖累红枣市场，预计红枣价格稳中偏弱为主。操作上，

CJ2009合约建议短期在 10000-10400元/吨区间高抛低吸为主。 

豆一 

河南、安徽等地部分贸易商为即将上市的菜籽小麦腾库，出货意愿增强，而大豆整体

需求仍清淡，市场呈现有价无市的状态，报价继续回落，且近几天大豆拍卖传言再起，亦

给国产大豆行情带来不利影响。不过基层余粮较少，各地贸易商上量困难，市场仍预期后

期供应将偏紧，部分贸易商大幅降价销售意愿不强，报价仍保持高位，支持国产大豆行

情。盘面来看，周四豆一出现明显反弹，短期下跌动能放缓，新空单等待企稳后再行入场

的机会。 

豆二 

有传言称政府对转基因大豆进行调查，给港口贸易商销售心态带来支撑。不过下游库

存充足，下游需求未有明显增加，采购积极性不佳，港口贸易商挺价信心不足，报价有所

回落，加上国产大豆价格滞涨回落，亦不能给进口豆带来支撑。另外，5-7月进口大豆巨

量到港的序幕已经拉开，后期港口库存或将进一步增多，加上中国积极采购美豆，仍有贸

易商持观望态度。盘面来看，周四豆二日内走势偏弱，前期背靠 2900元/吨的空单可以继

续持有，止损 2950元/吨，目标 2800元/吨。 

豆粕 

截至 5 月 17 日当周，美豆播种工作完成 53%，出苗率 18%，远高于去年同期和五年均

值，美国大豆播种步伐强劲，且 USDA 预测美豆产量将达到 41.25 亿蒲，同比增加 5.68 亿

蒲，美豆预期丰产，供应前景偏利空。国内方面，随着大豆逐渐入港，油厂开机率逐渐增加，

未来两周压榨量预计升至 200万吨以上。因此预计未来豆粕供应压力加大。在下游采购意愿

不强的背景下，沿海油厂豆粕库存持续增加。盘面上来，豆粕 09在下破 2700 的重要整数关

口后有所反弹，反弹力度较强，前期空单暂时离场观望。 

豆油 

目前巴西大豆 5-7 月的大豆压榨盘面毛利仍在 179-291元/吨，利润虽然有明显收窄，

但仍有利可图，周二中国又采购了一船巴西大豆，且此前采购了较多的南美大豆，5-7月



大豆大量进口的序幕正在拉开，且另外有消息称，中国将释放多达 300万吨的大豆用于压

榨，本周及下周的压榨预计会高达 200万吨的超高位。且目前豆油库存已经增长至 85万

吨，周比增长近 4%。油脂市场需求相对偏弱，油厂提货速度较前期有所放缓，供大于求背

景下，预计未来两周油脂库存仍会继续增长。因此，虽然国内油脂有短线的反弹，但在基

本面的主导下，预计反弹力度有限。盘面上来看，周四豆油延续小幅反弹的态势，建议暂

时观望为主。 

棕榈油 

印尼提高棕榈油出口关税，而马来西亚将在 6 月份降低毛棕榈油出口税，这将使马来

西亚棕榈油价格低于印尼的棕榈油价格，利于马棕榈油的出口。马来西亚修复与印度的关系，

印度也在进口利润打开的情况下，恢复对马来西亚棕榈油的采购，马来西亚船运调查机构

ITS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5 月 1-20 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772145 吨，较 4 月 1-20

日的 691910 吨增加 11.6%。另外，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再度下降，缓解对供应过剩的

疑虑，提振原油震荡上涨，提振油脂行情震荡反弹。但从下游需求来看，餐饮的需求恢复缓

慢，豆油库存持续增加，而近期中国也采购了一些棕榈油，可能会使得国内的棕榈油库存重

建。盘面上来看，棕榈油 09目前反弹承压于 40日均线，关注其压力情况。 

粳米 

 面对疫情的影响，各国纷纷在控制粮食的出口，我国的粮食相对稳定，政府对稳定粮

价充满信心。粳米现货价格还是维稳为主，东北主要产区基层的余粮逐渐减少，农户惜售情

绪浓厚，优质货源偏紧，加之陈稻拍卖底价较高，均给与粳稻市场底部支撑，但整体米企业

开机率仍处在低位，新单成交不佳，米企采购粳稻态度谨慎，拖累粳稻需求。盘面上来看，

短期价格有所回调，下破 40 日均线，走势偏弱。操作上，建议背靠 3460元/吨建立空单，

目标 3320，止损 3530 元/吨。 

鸡蛋 

鸡蛋仓单报 28 张，+23 张。5 月 19 日鸡蛋 05 合约交割 25 手，交割结算均价为 2644

元/500 千克。鸡蛋 JD2006 合约主流资金前二十名多头持仓报 61531，-6917，空头持仓报

70390，-6323，多空双方小幅增减仓，显示市场看跌情绪一般。周三的大部分地区鲜蛋走货

情况稳中继续回落为主，交割价格高于现货价，对鸡蛋价格有一点的支撑。根据天下粮仓显

示：后备蛋鸡存栏为554.64万只，较上月的659.99万只减少了105.35万只，减幅为15.96%，

且蛋鸡苗价格结束了 8 周连涨后连续 3周回调，节后价格明显回落至历史同期中等水平，显

示近期补栏积极性延续下降。总存栏量还处在增幅的情况下，供应压力仍占据上风；疫情影



响下集中餐饮恢复缓慢，消费同比下滑幅度较大，关注后期各地陆续开学阶段消费的提振。

当前鸡蛋 09合约与玉米 09合约期价比值有所上涨，且后期天气逐渐炎热，外加南方梅雨季

节也会到来，市场快走快销意愿增强，不利于鸡蛋价格大幅度上涨。短期市场缺乏驱动，预

计鸡蛋 2006合约期价 2840元/吨为短期压力位。 

菜油 

截至 5 月 15 日，菜籽油厂开机率报 11.28%，稳中稍降，整体维持低位运转，两广及

福建地区菜油库存报 1.8万吨，周度持平，较去年同期降幅 88%。华东地区库存报 15.25万

吨，环比降幅 4.63%，整体来看沿海华东地区菜油库存延续下降局面，菜油沿海未执行合同

数量报 17.1 万吨，结束 4 周连增后连续 2 周下降，环比降幅报 8.46%，开机率持稳而菜油

库存维持去化，显示节后贸易商提货积极性尚可，未执行合同预计未来需求稳中向好。 

近期菜油沿海及华东库存走低，预计随着后期提货量增加，库存延续下降趋势，截至

目前我国在现有检疫要求基础上，不允许杂质含量超过 1%的加拿大油菜籽输华，两家加拿

大主要油菜籽出口商协议未恢复，预计短期大量进口油菜籽可能性不大，考虑到船期影响，

预计 5月份菜油去库存进程延续，而菜油供应增量主要看向进口，当前盘面菜油直接进口利

润随着菜油期价走弱；周四豆油微涨而菜油棕榈油延续偏弱，价差环比延续窄幅走弱，但当

前菜豆油脂间价差仍显著偏高，继续利好替代性消费；近期受到国际原油低位震荡利空具有

生物柴油概念的菜油期现价格；周三菜油仓单再度减少显示现货方面存在一定挺价意愿；技

术面来看菜油 09合约冲高回落期价 6850元/吨转为短期压力位。 

菜粕 

截至 5 月 15 日，两广及福建地区菜粕库存报 1.45 万吨，较上周增幅 52.6%，较去年

同期库存降幅 53.2%，沿海地区未执行合同报 14.9 万吨，周度环比降幅 8.8%，较去年同期

降幅 2.7%，菜粕库存结束 6 周连降后连续 2 周回升，未执行合同连续 2 周下降，开机率基

本持稳而菜粕库存出现累积，显示近期提货量有所减少，同时未执行合同连降，预计后市需

求环比稳中偏弱。 

5 月水产养殖转旺预期提振需求，对饲料价格形成一定支撑；美豆以及美豆粕期价震

荡走弱，给内盘豆菜粕价格带来一定压力，当前豆菜粕价差偏小利好替代性，而周四豆粕跌

幅小于菜粕，豆粕替代性环比延续转弱，持仓显示看空情绪延续，技术面来看菜粕 09 合约

下探 2250元/吨测试下方情况。 

玉米 

玉米仓单报 62073 张，-2255 张；21 号临储玉米拍卖政策落地，周度 400 万吨的拍卖



量处于市场预期的上限，数量上对国内玉米市场构成一定冲击。供应方面，东北春播已经到

了中后期，从各个地区来看，辽宁、吉林以及内蒙大部分地区的春播已经到了收尾阶段，2020

年以来农户玉米销售价格明显上涨，提高了农民种植玉米积极性，主产区农民意向种植面积

增加。需求端：3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2.8%，这是自去年 10月份以来，能繁母

猪存栏连续 7个月增长，且饲用消费 1.79亿吨，比上年度增长 2.8%，预计未来饲料需求应

有好转；但目前玉米需求比较低迷，生猪养殖需求的恢复仍需时间，深加工企业开工率持续

下降。技术面来看 C2009合约价格 2010元/吨为短期支撑位。 

玉米淀粉 

淀粉受原料玉米价格的影响较大；截至 5 月 15 日，淀粉行业开机率为 64.40%，较上

周 65.07%，环比降 0.67%；较去年同期 71.84%，同比降 7.44%，深加工企业开工率持续下

降。目前气温日渐升温，玉米淀粉也即将步入消费旺季之中，预计后市玉米淀粉的价格上涨。

高速公路结束免费，企业对淀粉提价意愿充足，大部分地区加工亏损转盈。玉米淀粉涨，木

薯淀粉跌，价差缩小，不利于淀粉的替代。预计随玉米维持区间震荡，技术上,CS2009合约

2340元/吨为短期支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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