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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短期利空消化 后期关注产量恢复 

 

摘要 

从全球油脂的供应来看，库存总体压力有限，库存消费比虽然回升，

不过幅度有限。从马来棕榈油的供应来看，2月开始有所恢复，不过后期

的产量恢复仍需关注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印尼有一定的库存压力，不

过在印尼放开棕榈油出口后，增加了全球的棕榈油供应压力，给棕榈油不

小的利空影响。国内方面，短期棕榈油的库存压力也有限，不过近期随着

棕榈油的进口利润打开，进口船货增加，未来棕榈油的进口量预计有所恢

复。综合来说，总体油脂的库存压力目前来看依然有限，产量增长仍需观

察。短期主要受到印尼放开棕榈油出口限制的影响，棕榈油走势偏空。不

过在棕榈油总体的库存水平有限，且产量增长仍不确定的背景下，后期棕

榈油陷入震荡的概率较大。后期影响棕榈油价格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疫

情可能造成的消费回落，印尼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宏观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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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 年上半年棕榈油市场回顾 

2022 年上半年，棕榈油走出了震荡走强，后高位宽幅震荡，再下跌的走势。1-2 月震

荡走强，主要驱动力为减产、劳动力不足、洪水的消息面持续炒作，后期又添加印尼的 B40

计划的实施以及限制出口等利好因素，另外，印度调降棕榈油的进口关税也提振棕榈油的

走势。3月价格震荡回落，主要受到交易所调整棕榈油的交易保证金以及手续费，加上豆油

有抛储，印尼也取消了棕榈油的出口限制等因素，棕榈油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4月再

度走强，主要驱动力为马棕产量恢复不及预期以及 MPOB报告利多的影响，再加上国内棕榈

油的库存持续低迷，给棕榈油足够的价格支撑。5 月到 6 月上旬，棕榈油价格总体保持窄

幅震荡的走势，5 月初，受市场预期印尼限制出口政策不会持续很久的影响，市场抛盘增

加，有所走弱，不过后期随着印尼政策持续没有改变，市场也不敢轻易追空，加上马棕库

存偏低，出口良好，均支撑棕榈油的价格。6月中旬至截稿日，棕榈油走出了一轮快速下跌

的走势。主要受到印尼加快棕榈油的出口，再叠加美国加息，收紧流动性，市场对宏观面

走弱有所预期，油脂的金融属性增强，棕榈油走出了一轮凌厉的下跌行情。 

 

资料来源：博易大师 
 

 

二、棕榈油基本面分析 

1、油脂库存消费比仍处在低位 



 

3                                               请务必阅读原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市场研报 

根据美国农业部最新报告显示，2021/2022 年全球植物油产量预估 21164 万吨，消费

预估 20733 万吨，当年度产需富余 431 万吨，考虑损耗等其他因素，期末库存预估由期初

的 2746万吨增长至 2765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3.34%，2020/2021年度为 13.39%。 

2022 年 5 月美国农业部首次公布 2022/2023 年度供需，根据 6 月最新调整数据来看，

2022/2023年度全球植物油结转库存为 2912万吨，比上一个年度增加 147万吨，库存消费

比 13.72%，虽然库存消费比仍处在低位，不过较上一年度的低点有所回升，全球油脂供应

偏紧的情况略有好转。三大油脂结转库存中，豆油保持稳定，棕榈油以及菜油均有所上升。

其中豆油保持在 432 万吨，棕榈油上涨 145万吨至 1691 万吨，菜油上涨 48万吨至 323 万

吨。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2、棕榈油主产国供需 

2.1 马来西亚：产量增加 库存积累有限 

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5月棕榈油进口为 50768吨，

环比减少 33.87%；马来西亚 5 月棕榈油产量为 1460972 吨，环比减少 0.07%；马来西亚 5

月棕榈油出口为 1359174吨，环比增长 26.67%；马来西亚 5月棕榈油库存量为 1521766吨，

环比减少 7.37%。从数据来看，受节假日的影响，5 月马来工作日期有限，产量有所下降；

不过受印尼限制出口的影响，马来的出口表现良好，增幅较大；而受产量下降以及出口回

升的影响，5 月马来的库存明显回落，继续降至历史偏低的位置。综合前 1-5 月的数据来

看，马棕的产量从 2月开始恢复，不过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持续制约以及天气因素的扰动，

产量恢复有限，目前仅处在历史次低位的水平。5-10月棕榈油高产的季节，产量一般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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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长，后期仍需持续关注马棕劳动力问题的影响。从出口方面来看，5月出口不具有代

表性，6月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印尼出口放开的影响，有所回落。从库存方面来看，截止到 5

月的数据，库存基本处在历史同期最低的位置上面，从季节性来看，下半年库存有一定的

累库的可能，不过在库存总体偏低的背景下，累库的压力预计有限。 

 

数据来源：MPOB 瑞达研究院 

 

数据来源：MPOB 瑞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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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展望： 7-10 月份是季节性增产的高峰期，按照往年 7-8 月月均产量预估，料

月均升至 180万吨以上。从需求端来看，6-8月国内没有明显的节日，备货需求不高，限制

需求的回升。四季度，主要需求国面临中秋、国庆节、排灯节等重要节日，提前备货需求

较强，可能推升棕榈油的出口需求。不过在产量增加，以及库存压力有所增长的背景下，

预计上行压力较大。 

从年度来说，美国农业部预测 2021/2022年度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1900万吨（6.42%），

出口量为 1612 万吨（1.52%），期末库存为 187.6 万吨（15.38%），从数值来看，产量较上

一年度有所恢复，不过出口增幅有限，应该还是主要与疫情影响消费有一定的关系，最终

导致期末库存有所抬升。另外，USDA 预估 2022/2023 年度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980 万

吨，出口量 1672万吨，结转库存为 245.1万吨，库存消费比为 12.06%，同比增加 2.51个

百分点，从库存消费比来看，马来结束连续 4年的去库存，开启库存积累的节奏。 

 

数据来源：USDA 瑞达研究院 

2.2 印度尼西亚：印尼库存积累 出口释放 

印尼方面来看，印尼棕榈油协会（GAPKI）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尼 3月棕榈油:出口 161

万吨，2月为 171万吨，去年 3月为 277 万吨；产量 378万吨，2月为 351万吨，去年 3月

为 371万吨；库存 568万吨，2月为 504万吨，去年 3月为 339万吨。消费量 151万吨，2

月为 138 万吨，去年 3 月为 154 万吨。虽然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过从数据方面来看，

进入 3 月，印尼的产量有所恢复，显示进入季节性的增产季，但是出口在政策限制的影响

下，出现回落，较 2 月回落 10 万吨，更是较去年同期水平回落了 116 万吨，回落幅度较

大。在消费链保持稳定的背景下，印尼库存明显积累。较 2月上升了 64万吨。为了控制国

内飙升的食用油价格，印尼自去年 11月以来轮番推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价格和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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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协会（GAPKI）执行董事法迪尔·哈桑表示，由于各种政策变化，今

年印尼棕榈油出口量将低于 2021 年的 3400 万吨。考虑到政策动荡，今年棕榈油产量预计

与去年相仿。2021 年印尼毛棕榈油产量为 4690 万吨。今年早些时候，GAPKI 曾预计 2022

年的棕榈油产量提高到 4900 万吨。法迪尔表示，如果政府从年初就（实行）更好的政策，

我们本可以做得比这更好。 

这个世界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国在 4 月 28 日禁止棕榈油出口，然后又在 5 月 23 日起允

许恢复出口，但同时出台了配套措施，要求棕榈油企业在获准出口之前，必须在国内销售

一部分产品。最新政策变化是，出口税和出口费的上限从 3 月起的 575 美元降至 488 美元

/吨。印尼贸易部长穆罕默德·路飞表示，政府将毛棕榈油的最高出口税从 200 美元/吨提

高到 288美元，但将出口费上限从 375美元降至 200美元，以鼓励出口。法迪尔说，200美

元/吨的出口费足以为印尼地产基金管理局（BPDPKS）的所有项目运行提供资金，例如生物

柴油项目的激励资金，以及重播计划。 

从年度来说，美国农业部预测 2021/2022 年度产量为 4550 万吨（增长 4.6%），消费

1827.7万吨（16.6%），出口 2480万吨（-7.72%），期末库存为 800万吨（43.45%）。2022/2023

年度产量 4650万吨，库存为 800万吨，库消比 17.2%。从库存消费比来看，虽然有所下降，

不过总体处在高位，有一定的供应压力。 

 

数据来源：USDA 瑞达研究院 

3、马来劳动力问题仍存疑 

马来西亚作为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此前劳动力不足导致棕榈油产量受到影响，

加深市场对于棕榈油供应的担忧。马来西亚种植园工业部长 Zuraida Kamaruddin 在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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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行业会议时表示：“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到来，我预期棕榈油产量将从去年的 1,810

万吨增至 2,000 万吨。”马来西亚约 80%的种植园工人都是海外务工人员，其中大多数来

自邻国印尼。去年 9 月，当局批准为棕榈种植园招募 3.2 万名外国工人，原本预计印尼工

人将在 2 月中旬左右抵达。然而，分析师们一直怀疑这些工人能否及时抵达。不过英国一

家公司高管表示：“即使工人们来了，也需要时间进行培训，因为这些工人不一定是熟练工，

可能是没有任何收割经验的人。”总体来看，马来劳动力的问题在后期可能会逐步解决，不

过对产量恢复的速度情况仍有待观察。 

4、国内供应有增加的预期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5 日，沿海地区食用棕榈油库存 17 

万吨（加上工棕 23 万吨），比上周同期增加 1 万吨，月环比减少 4 万吨，同比减少 17 

万吨。其中天津 4.5 万吨，江苏张家港 6.5 万吨，广东 2 万吨。国内棕榈油库存小幅上

升，但现货供应紧张，现货基差维持高位，国内消费大幅萎缩；后期棕榈油到港量预期增

加，棕榈油供应将改善。近期棕榈油的进口利润也有所改善，贸易商买船增加，截止 6 月

21 日，广东棕榈油现货价格和马来西亚进口棕榈油现货价格价差为 2734.09 元/吨，进口

利润处在相对高位。从 4月中旬开始，进口利润就有所打开，目前预测短期进口船只有 6-

7 船。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的数据显示，预计 6 月棕榈油进口 30万吨，7 月进口 37 万吨，

8月进口 45 万吨，总体进口量有所增加，利于缓解国内棕榈油供应偏紧的情况。不过近期

随着棕榈油价格的下跌，豆棕价差有所恢复，有利于后期棕榈油的消费，也限制库存的回

升速度。 

 

 

数据来源：布瑞克 瑞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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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替代品油脂库存情况 

5.1 豆油的库存压力有限 

从国内豆油的库存水平来看，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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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豆油的库存水平来看，目前虽然有一定

的累库的迹象，不过总体绝对值仍处在相对的低位，并不会对盘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期，

还是主要关注油厂压榨的情况。不过就前文所说，三季度虽然是南美出口的季节，不过受

南美减产的因素影响，预计后期到港的大豆数量不及往年的水平。另外，考虑到油厂的压

榨利润表现不佳，也限制油厂的开机率，届时豆油的供应压力预计有限。在总体库存水平

有限的背景下，预计对油脂的供应压力有限。 

 

数据来源：中国粮油商务网 瑞达研究院 

5.2 菜油的库存压力有限 

从菜油的情况来看，夏季是菜油消费淡季，菜油需求量有所减少，而菜油价格较豆棕

略高，性价比相对较低，故菜油消费量预期减少更多。据 Mysteel调研显示，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4 日，沿海地区主要油厂菜籽库存为 15.2万吨，较上周减少 3.4 万吨；菜油库存

为 1.16 万吨，较上周减少 0.52 万吨。不过进口菜籽及菜油利润倒挂，沿海油厂菜籽买船

不积极，加上加拿大菜籽减产，菜籽总体供应偏紧，菜籽油的库存压力预计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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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ysteel 瑞达研究院 

6、政策调控风险加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粮食面积，

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黑龙江省相关机构明确表示，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突出

“稳粮增豆”主线，要确保 2022 年大豆面积新增超 1000 万亩，新增大豆产量 130 万吨。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主产区 2022年扩种的大豆面积真正“落地”，部分产区还给予农户增

加的大豆种植面积种子补贴。油脂油料增产，将稳定总体油脂的供应量。 

另外，从抛储方面来看，截止至 6 月 22 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已经进行了连续 11 次

的抛储，除了 5 月 13 日的抛储仅 31.4 万吨外，每次抛储都有 50 万吨，目前已经抛储了

531.4万吨的量。6月 24日，粮食交易中心仍计划抛储 50万吨。储备进口大豆保持每周拍

卖一次的拍卖节奏，为国内进口大豆供应提供政策保障。也缓解油脂供应偏紧的情况。 

7、油脂价差分析 

截至 6 月 16 日，一级豆油与棕榈油现货价差为-2820 元/吨；菜油和棕榈油现货价差

为-700元/吨，；菜油和一级豆油现货价差为 1870元/吨。期货价格方面，豆棕期价价差为

618元/吨；菜棕期货价差为 2831元/吨；菜豆期货价差为 2213元/吨。从价差的情况来看，

现货强弱和期货强弱有明显的区别，就现货方面而言，棕榈油价格最强，其次为菜油最后

为豆油。而就期货走势而言，菜油最强，其次为豆油，最弱的反而是棕榈油。由于期货价

格反应的是未来的预期，从价差的强弱来看，总体目前应该表现为弱现实强预期的走势。

也就是市场对未来豆油和菜油的走势相对更乐观一些，而棕榈油的走势预计有所偏弱。 

就下半年的走势来看，预计豆棕的价差仍会保持恢复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棕榈油方

面，印尼放开出口限制，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了棕榈油供应偏紧的情况。加上 5-10月是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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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高产季，棕榈油供应偏宽松，对棕榈油的价格有一定利空的影响。另外，印尼放开出

口限制，需求回转至 7 印尼，也会限制马来的出口情况，马来库存或有积累的可能，对棕

榈油价格有所压制。而豆油方面，受减产的影响，预计三季度总体来自于南美的大豆进口

量有限，加上油厂亏损导致的进口需求不佳，大豆的到港量有限，也限制了油厂的开机率，

对豆油的供应压力有限。另外，三季度还是美豆种植的关键时间，天气溢价炒作的可能性

增加，也带给豆油一定的支撑。而菜油方面，目前还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菜籽减产的问题，

加上进口利润倒挂，进口量有限，也限制菜油价格的回落空间。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三、价格季节性走势及重要报告公布时间 

1、棕榈油价格季节性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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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季度，正值棕榈油消费淡季，加上产量进入增长期，港口库存逐步回升，施压

棕榈油价格。因为 10月份之后是我国油脂消费的季节性旺季，棕榈油消费增加，四季度港

口库存逐渐减少，达到全年低位，对棕榈油的价格有较强的支撑。 

 

数据来源；WIND 瑞达研究院 

2、重要报告公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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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POB 瑞达研究院 

四、下半年棕榈油市场展望 

综合来看，从油脂总体供应情况来看，新一年度的库存消费比有所恢复，结转库存小

幅增加，不过总体仍处在近几年的相对低位。从马来棕榈油的供应来看，总体库存仍处在

历史低位，暂时没有较大的压力。不过 5-10月是增产的季节，目前来看，除了 5月受节日

的影响，产量下降外，2月开始产量有所增加。后期需持续关注劳动力问题对马来产量的影

响。印尼方面，库存有一定的积累。近期印尼放开了出口限制，缓解库存的压力，不过却

增加了全球市场棕榈油的供应，在印尼政策持续影响下，棕榈油预计仍有一段时间的调整。

国内方面，短期棕榈油的库存压力也有限，不过近期随着棕榈油的进口利润打开，进口船

货增加，未来棕榈油的进口量预计有所恢复。加上政策层面调控油脂价格，不断抛储进口

豆，增加豆油的供应，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棕榈油的价格。综合来说，总体油脂的库存压

力目前来看依然有限，产量增长仍需观察。短期主要受到印尼放开棕榈油出口限制的影响，

棕榈油走势偏空。不过在棕榈油总体的库存水平有限，且产量增长仍不确定的背景下，后

期棕榈油陷入震荡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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