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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大连豆粕延续弱势，因豆粕出货迟滞，油厂豆粕胀库停机
不断扩大，国内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 当前生猪供应仍旧充足，
而终端需求较弱，生猪市场需求并未有明显的改变，且随气温逐
渐回升，市场消费将逐渐进入夏季模式，猪肉需求将愈发清淡，
猪价仍旧缺乏上涨动力，养殖大幅亏损局面难改，按照当前的饲
料与生猪价格推算，生猪养殖每头仍亏损 190 元左右，养殖户补
栏积极性仍不高，同时南方多地引发暴雨，对水产养殖造成威胁，
水产需求启动有所延迟，豆粕整体出货迟滞，豆粕库存仍居于高
位，截止 5 月 11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120.74 万吨 ， 美方已将 5 月 15 日的有关 500 亿美元对华关税
计划的公共听证会长度延期至 5 月 17 日，关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5 月 15 日至 19 日赴美谈判情况。贸易战下一步发展形势比较重
要，需密切关注。

豆油：豆油温和回落， 因生猪养殖业深度亏损，豆粕出货迟滞，
油厂豆粕胀库停机现象蔓延，上周国内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因
部分油厂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停机，豆粕库存有所消化，陆续恢复
开机，本周（第 20 周）油厂开机率将有所回升，压榨量或在 160
万吨左右，下周（第 21 周）压榨量将回升至 162 万吨。截止 5 月
14 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28.5 万吨，较上周同期的 130.75
万吨降 2.25 万吨，降幅为 1.72%，较上个月同期 133.918 万吨降
5.418 万吨，降幅为 4.05%，较去年同期的 123.485 万吨增 5.015
万吨幅增 4.06%，五年均值则是在 98.164 万吨。目前全国港口食
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65.2 万，较昨日 65.3 万吨降 0.1%，较上月同
期的 69.63 万吨降 4.43 万吨，降幅 6.4%，往年库存情况：2017
年同期 64.5 万，2016 年同期 63.85 万，2015 年同期 39.7 万，2014
年同期 116.57 万。5 年平均库存为 69.96 万吨。当前油脂走势强
于豆粕，短线豆油现货价格回调空间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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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盘行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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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消息

4 月份美国大豆压榨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美国全国油籽加工商协会（NOPA）周二发布的月度压榨数据显示，2018
年 4 月份美国大豆压榨量达到 1.61016 亿蒲式耳，创下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
比上年同期提高 16%，和市场分析师的预期一致。
今年 4 月份的压榨量打破了 2015 年 4 月份的前历史同期纪录 1.50363 亿蒲
式耳，但是低于今年 3 月份创下的最高单月压榨纪录 1.71858 亿蒲式耳。
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大豆压榨持续高企，因为豆粕价格飙升。阿根廷这个
头号豆粕出口国遭遇 50 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导致大豆减产三分之一，豆粕出
口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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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大连豆粕延续弱势，因豆粕出货迟滞，油厂豆粕胀库停机不断扩大，国内油厂开机率继续
下降，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总量 1466250 吨，较前一周的压榨量 1481250 吨减少 15000 吨，降
幅 1.01%，2018 年 5 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141 船 904.2 万吨。且由于进口大豆榨利
良好，油厂积极买豆，后续大豆到港量依旧十分庞大，6 月份大豆到港最新预期维持在 980 万吨，
7 月份最新预期维持 1000 万吨，8 月份初步预估 900 万吨。 当前生猪供应仍旧充足，而终端需
求较弱，生猪市场需求并未有明显的改变，且随气温逐渐回升，市场消费将逐渐进入夏季模式，
猪肉需求将愈发清淡，猪价仍旧缺乏上涨动力，养殖大幅亏损局面难改，按照当前的饲料与生猪
价格推算，生猪养殖每头仍亏损 190 元左右，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仍不高，同时南方多地引发暴雨，
对水产养殖造成威胁，水产需求启动有所延迟，豆粕整体出货迟滞，豆粕库存仍居于高位，截止
5 月 11 日当周，国内沿海主要地区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120.74 万吨 ， 美方已将 5 月 15 日的有
关 500 亿美元对华关税计划的公共听证会长度延期至 5 月 17 日，关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5 月 15
日至 19 日赴美谈判情况。贸易战下一步发展形势比较重要，需密切关注。

豆油：昨日豆油温和回落， 因生猪养殖业深度亏损，豆粕出货迟滞，油厂豆粕胀库停机现象蔓
延，上周国内油厂开机率继续下降，因部分油厂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停机，豆粕库存有所消化，陆
续恢复开机，本周（第 20 周）油厂开机率将有所回升，压榨量或在 160 万吨左右，下周（第 21
周）压榨量将回升至 162 万吨。截止 5 月 14 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28.5 万吨，较上周同
期的 130.75 万吨降 2.25 万吨，降幅为 1.72%，较上个月同期 133.918 万吨降 5.418 万吨，降幅
为 4.05%，较去年同期的 123.485 万吨增 5.015 万吨幅增 4.06%，五年均值则是在 98.164 万吨。
目前全国港口食用棕榈油库存总量 65.2 万，较昨日 65.3 万吨降 0.1%，较上月同期的 69.63 万
吨降 4.43 万吨，降幅 6.4%，往年库存情况：2017 年同期 64.5 万，2016 年同期 63.85 万，2015
年同期 39.7 万，2014 年同期 116.57 万。5 年平均库存为 69.96 万吨。当前油脂走势强于豆粕，
短线豆油现货价格回调空间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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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做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我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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