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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国内豆粕高位回落，阿根廷天气依然非常干燥，种植
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未来 10 天里阿根廷玉米和大豆种植带的土
壤墒情将会下降，干燥天气可能造成大豆单产潜力下降，短线美
豆将维持偏强运行。美豆强势带动国内豆粕市场，提振近阶段豆
粕价格继续偏强运行。但因目前国内豆粕基本面压力逐步增加，
或不支持现阶段豆粕价格持续大涨，仍需防范跟盘频繁震荡风险，
不宜过分追高。

豆油：豆油现货价格大多继续回落， 因大豆到港量较大，油
厂原料供应充裕，加上近期大豆压榨利润一直较好，油厂开机积
极性较高，大多油厂保持满开状态，油厂开机率居高不下。豆油
库存仍处历史高位，截止 12 月 5 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68.88
万吨，目前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49.88 万，因前期进口
利润略有改善，中国买家入市采购积极性明显提升，美豆偏强运
行将会限制油脂行情继续回落的空间，预计短线豆油价格将跟盘
频繁波动，中长线来看，小包装备货旺季全面启动后或有一波反
弹回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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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消息

截至 11 月 30 日，美国大豆出口检验总量同比减少 12.5%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出口检验周报显示，上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增长，但是
仍然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1,800,452 吨，上
周为修正后的 1,723,338 吨，去年同期为 1,924,710 吨。
迄今为止，2017/18 年度（始于 9 月 1 日）美国大豆出口检验总量为
22,853,984 吨，上年同期 24,181,859 吨，同比减少 12.5%，上周是同比减少 13.5%，
两周前是同比减少 12.5%。
美国农业部在 2017 年 11 月份供需报告里预测，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8
月份的年度里，美国大豆出口量为 22.50 亿蒲式耳，和 10 月份预测持平，比
2016/17 年度的 21.74 亿蒲式耳高出 3.5 个百分点。。

国内期货市场豆类油脂涨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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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展望

豆粕：国内豆粕高位回落，阿根廷天气依然非常干燥，种植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未来 10 天里
阿根廷玉米和大豆种植带的土壤墒情将会下降，干燥天气可能造成大豆单产潜力下降，短线美豆
将维持偏强运行。美豆强势带动国内豆粕市场，提振近阶段豆粕价格继续偏强运行。但因目前国
内豆粕基本面压力逐步增加，或不支持现阶段豆粕价格持续大涨，仍需防范跟盘频繁震荡风险，
不宜过分追高。

豆油：豆油现货价格大多继续回落， 因大豆到港量较大，油厂原料供应充裕，加上近期大豆压
榨利润一直较好，油厂开机积极性较高，大多油厂保持满开状态，油厂开机率居高不下。豆油库
存仍处历史高位，截止 12 月 5 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68.88 万吨，目前全国港口食用棕榈
油库存总量 49.88 万，因前期进口利润略有改善，中国买家入市采购积极性明显提升，美豆偏强
运行将会限制油脂行情继续回落的空间，预计短线豆油价格将跟盘频繁波动，中长线来看，小包
装备货旺季全面启动后或有一波反弹回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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