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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要点 

1、 周度数据 

 

观察角度 名称 3月 13日周五 3月 20日周五 涨跌 

期货 收盘（元/500千克） 3210 3026 -184 

持仓（手） 213449 212195 -1254 

前 20名净持仓 -15270 -15541 -271 

现货 全国均价（元/500 千克） 2932 2822 -110 

基差（元/500千克） -278 -204 +74 

 

2、 多空因素分析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市场研报★策略周报 
 

 

瑞达期货研究院                      服务微信号：Rdqhyjy                www.rdqh.com 

根据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2 月份全国月度

能繁母猪存栏报 2264.45 万头，自 2019 年 9 月止跌

以来，连续 5个月保持环比增长，2月能繁母猪存栏

数量较去年 9 月低谷增幅 10.05%。截至 2019 年 11

月全国月度生猪存栏数量报 20479.3万头（数据未更

新），较 2018年同期降幅 39.8%；2月份生猪定点屠

宰量报 832.09 万头，环比降幅 44.87%，2019 年 12

月-2月期间屠宰量共计 3794.2，去年同期报 6015.24

万头，同比降幅 36.92%春节后生猪存栏量或走低，

继续利好淘汰鸡及鲜蛋消费。 

卓创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

12.897 亿只，环比增长 0.73%，同比增长 7.64%，商

品代鸡苗总销量 4483 万羽，环比下跌 9.45%，同比

下跌 0.04%，蛋鸡淘汰环比下跌 14.5%，同比下跌

16.23%，450天以上待淘老鸡占比环比下跌 10.12%，

随着新开产蛋鸡的逐步增多，鸡龄结构年轻化，

120-450天产蛋鸡数量小占比环比增长 0.28%。 

根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数据，3月第 2周全国蛋料

比价为 2.47，环比上涨 2.49%。按目前价格及成本推

算，未来蛋鸡养殖亏损为每只 8.68 元。企事业、餐

饮业陆续复工，鸡蛋销售量渐增，各环节余货减少，

但终端需求跟进有限，整体销量尚未恢复正常，周内

蛋价涨幅不大。预计下周鸡蛋均价环比波动不大，蛋

鸡养殖盈利状况欠佳。 

2 月 15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解决当前实际困难加快

养殖业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除武汉等疫

情严重的城市外，各地都要允许饲料和畜禽屠宰加工

企业复工，不得设置审查核准等限制条件。肉蛋奶和

水产品是居民生活必需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养殖业发展遇到新的困难，饲料供不上、物资运不进、

产品销不出、用工回不来等问题普遍存在；针对养殖

业面临的特殊困难，采取特别的支持帮扶措施解决问

题堵点，推动养殖业立即复工复产。 

2019年四季度年育雏鸡补栏量 2.85亿只，环比三季

度年育雏鸡补栏量 2.59亿只增幅 10.04%，环比去年

同期 2.01亿只增幅 41.8%。考虑到 2018年四季度补

栏量较历史同期偏少，按照蛋鸡养殖周期测算，预计

2020年一季度可淘老鸡数量 2.01亿只环比降幅 18%，

预计将对一季度淘汰鸡的价格形成一定支撑。尽管

2019 年四季度鸡蛋价格震荡走弱，价格整体由历史

同期偏高水平下降至中等水平，但四季度养殖企业补

栏积极性不减，说明市场对于上半年禽蛋的替代性消

费依然存在乐观预期。随着新开产蛋鸡数量增加，预

计对应 5月的蛋鸡产能将止跌回升。 

2019 年中国肉类产品的进口增长较快，其中全年进

口猪肉 210.8万吨，增幅为 75%，主要来自西班牙、

德国等欧盟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和巴西。预计生猪

养殖利润高企，未来肉类进口存在增量空间。 

 华储网发布文件称，将于 3 月 13 日开展中央储备冻

猪肉投放 2 万吨竞价交易。此批储备肉是国家 2020

年第 10 批投放的中央储备冻猪肉。包含本次在内，

今年中央储备冻猪肉的累计投放量已达到 21万吨。 

周度观点策略总结： 

现货方面：周五鸡蛋现货价格报 2822元/500千克，+0元/500千克。 

周五鸡蛋仓单报 2张，增减量+2张。 

关于 5 月合约主要关注两点：节前鸡蛋各月份合约显示市场对 2-4 月期价存在悲观预期，另外节后交

通管制影响，预计一季度育雏鸡补栏环比去年四季度降幅明显，同时去年二季度补栏量增幅显著，预计二

季度可淘老鸡数量相对客观，综合来看对应 5月合约蛋鸡产能环比走弱，将给 5月期现价格带来一定支撑；

另外，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5.2%，环比上涨 0.8%，流动性刺激政策一季度或存温和通胀预期，

注意 CPI 食品类指数涨幅。蛋鸡苗和淘汰鸡价格连续 5 周维持窄幅上涨，蛋鸡苗整体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淘汰鸡整体处于历史同期偏高水平，蛋鸡苗价格显示市场对于 9月合约存在一定乐观预期。 

随着蛋价震荡回升，蛋鸡养殖利润连续两周盈利，但盈利水平维持在盈亏平衡点附近，考虑到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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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动物蛋白供应缺口，判断鲜蛋及淘汰鸡价格低位存在一定支撑；截至 3 月 20 日年内第 11 批投放的

中央储备冻猪肉，累计投放量将达 23万吨，稳控猪肉价格；鸡蛋 05合约周度跌幅达 5.73%，由于受到新冠

疫情影响，美国股市和美原油暴跌，市场存在一定悲观情绪，预计期价短期仍然偏弱，但不建议过度看空；

鸡蛋 05合约期价 3180 元/500 千克转为压力位，短期或围绕 3100元/500千克震荡。 

  

二、周度市场数据 

1、 截至目前，蛋鸡饲料米现货1946.33元/吨，周环比+1.85元/吨，豆粕周度成交均价3018.86元/吨，环

比+66元/吨。 

图1：鸡蛋饲料成本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万德数据 

 

2、截至目前，蛋鸡苗和淘汰鸡价格连续5周窄幅回升，蛋鸡苗+0.02元/羽，淘汰鸡+0.4元/公斤。 

图2：淘汰鸡和蛋鸡苗主产区均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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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3、截至目前，蛋鸡养殖利润连续两周盈利，整体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报1.89元/羽，周度环比盈利减少

0.74元/羽；而蛋鸡配合料价格报2.30，周度环比+0.02元/公斤。 

图3：蛋鸡养殖利润变化图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WIND 

 

4、截至周五鸡蛋现货价格报2822元/500千克，+0元/500千克。 

图4： 全国鸡蛋现货均价季节性走势图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天下粮仓 

 

5、截至目前，当周仓单交割2手，处于偏低水平。 

图5：鸡蛋期货交割价格与全国主产区均价价差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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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博亚和讯 大商所 

 

6、周五鸡蛋仓单报2张，增减量+2张。 

图6：大商所鸡蛋期货注册仓单量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大商所 

 

7、随着期价震荡走弱，2005主力资金维持净空持仓，周五净空单量报15541手，增4225手，显示当前价格

区间市场继续看空情绪延续。随着期价震荡走弱，2009主力资金转为净多持仓，周五净多单量报1627手，

增1397手，显示市场看涨情绪升温。 

图7：鸡蛋2005合约前二十名主力资金净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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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鸡蛋 2009 合约前二十名主力资金净持仓情况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布瑞克 

 

8、截至目前，鸡蛋2009合约期价震荡及现货价格回升，基差维持负值报-1247，周度-169（春节期间现货

停报）。 

图9：鸡蛋2009合约期价与全国鸡蛋均价基差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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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博亚和讯数据 万德数据 

 

13、截至目前，鸡蛋2005合约期价走弱和现货价格回升，基差报-89元/500千克，周度-367。 

图10：鸡蛋2005合约期价与全国鸡蛋均价基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博亚和讯数据 万德数据 

 

9、截至目前，鸡蛋2005合约与2009合约近强远弱，价差绝对值报1158元/500千克，周度-198，并明显处于

历史偏高水平。 

图11：鸡蛋2009合约与2009合约期价价差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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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瑞达研究院  万德数据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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