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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大连豆粕冲高回落，由于国内豆粕供应紧张局面尚未
缓解，暂支撑了豆粕现货行情。目前油厂压榨利润良好，压榨利
润在 2-184 元/吨不等，盘面榨利也在 96-116 元/吨，令油厂开机
积极性较高，随着大豆陆续到港，未来两周油厂压榨量将开始回
升，周度压榨量或将重新回升至 185-190 万吨，不利于豆粕上涨
行情延续，豆粕上涨空间预计也不大，豆粕价格中长期走势尚需
谨慎。
豆油：今日大连盘豆油弱势下跌，中国对大豆进口审批更加
严格或影响进口速度的传言仍在继续，市场担心转基因证书审查
时间延长可能导致更多油厂大豆卸货延迟，从而影响开机率，这
将暂时支撑油脂市场。 不过未来三个月大豆到港庞大，11-1 月
份大豆到港总量将超高 2600 万吨，且压榨利润良好，油厂开机率
高企，豆油库存仍处历史高位，由于进口增加，棕榈油库存也在
重建，供大于求格局延续，预计短线豆油频繁震荡调整，但上下
波动幅度均不会太大，追高需谨慎。

中银国际期货研究报告可在中银国际期货网站上获取（www.bocif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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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消息

中国延迟发放两批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 可能冲击购买需求
四名贸易消息人士称，中国对进口转基因大豆发放安全证明所花费的时间
延长，可能抑制未来几个月的买需。全球 60%的大豆出口都流向中国。中国主要
购买巴西和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基本都用来当作猪饲料。但消息人士称，已至
少有两批分别装载 60,000 吨大豆的船货尚未取得证明，未来可能还有更多大豆
进口受影响。
“压榨商都很紧张，”一家国际贸易公司驻新加坡的高层主管表示。
“有两船大豆已经到岸但还未取得证明。它们面临每天 15,000 美元的货物延滞
费。未来可能还有更多船货受影响，”他说，指的是一旦船货不能在约定时间卸
货，船运商须向货主支付的费用。中国去年已加紧对进口大豆的审查，要求港
口防止转基因大豆流入食品行业。目前尚不清楚推迟取得进口安全证明是否与
收紧管控有关。负责发放证明的中国农业部未回复传真问询。
AgRural：巴西大豆播种工作目前已完成过半
农业咨询机构 AgRural 周五称，截至本周四，巴西 2017/18 年度大豆种植工
作已经完成 57%，五年均值为 56%，去年同期为 63%。巴西中西部大豆产区的播
种工作迅速推进，不过 10 月期间的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播种进展受阻。该咨询机
构称，南部各地的天气温暖干燥，料有助于该地区的大豆播种推进。巴西农业
部下属的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之前预期该国 2017/18 年度大豆产量为
1.064-1.086 亿吨，低于上一年度所创下的 1.141 亿吨纪录高位。AgRural 预期
该国 2017/18 年度大豆产量为 1.102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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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11 月供需报告美新豆库存意外略高于市场预期
美新豆单产 49.5 蒲（预期 49.3、上月 49.5、上年 52.0），收割面积 8950
万英亩（上月 8950、去年 8270），产量 44.25 亿蒲（预期 44.08、上月 44.31、
上年 42.96），期末 4.25 亿蒲（预期 4.20、上月 4.30、上年 3.01）。美新豆未
如市场预期一样下调，而是维持不变，总产量则略有调低，导致结转库存因此
略有调低，但略高于此前市场预期，本次报告对大豆市场中性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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