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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昨日连豆粕高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而因油厂仍看好
后市，暂仍将挺价惜售，豆粕现货走势好于期货，油厂开机率超
高，而下游需求并没有太大好转，豆粕消耗量增加较慢，库存维
持高位，基本面仍有压力。但因贸易战，中国已取消 43.2 万吨美
豆，另有 77 万吨未装船大豆也面临取消，巴西大豆乘机大涨，较
美豆每吨高 63 美元，创五年来新高。上周中国买入了大约 110 万
吨巴西大豆，而没有采购美国大豆。加上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大，
大豆进口成本明显提升，加上 7、8 月美豆进入天气炒作多发季节，
美豆天气炒作随时可能展开，油厂看好后市，挺价意愿仍较强，
支撑豆粕市场。预计近期豆粕价格整体或仍将易涨难跌。
豆油：大连豆油昨日下跌明显，今日企稳反弹，因需求疲软和中
美贸易战忧虑。进而拖累周边油脂期价。 另外，虽然上周油厂开
机率下降，但周压榨量仍保持在偏高水平 180 万吨以上，豆油库
存也增至 156 万吨，周环比增 4%，据了解，目前不少工厂豆油供
应压力仍较大，催提现象依旧严重，但中下游经销商接货积极性
并不高。基本面持续利空令油脂行情承压。 只不过，中美贸易战
令巴西大豆升贴水大涨，而且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大，大豆进口成
本将会被明显提升，且第四季度中国买豆量较低，11-12 月买船
量分别在 480 万吨和 510 万吨，远期原料供应堪忧，油厂亦挺价，
令油脂现货跌幅要小于期货，短线豆油或跟盘频繁震荡。中期来
看，贸易战可能升温，及美豆进入关键生长期后天气炒作多发，
且 7 月末开始小包装备货旺季将逐步启动，届时行情或有适度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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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盘行情描述
CBOT 豆类油脂商品期货主力连续合约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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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消息

美国 18-19 年大豆产量料为 43.14 亿蒲式耳_
美国农业部(USDA 料在 7 月供需报告中公布,美国 2018-19 年度大豆产量料
为 43.14 亿蒲式耳,高于美国农业部 6 月预估的 42.80 亿蒲式耳;单产平均为每
英亩 48.6 蒲式耳,略高于 USDA6 月预估的 48.5 蒲式耳。美国 2018-19 年度玉米
产量料为 142.69 亿蒲式耳,高于美国农业部 6 月预估的 140.40 亿蒲式耳;单产
平均为每英亩 174.9 蒲式耳,高于 USDA6 月预估的 174.0 蒲式耳。美国农业部
USDA 定于北比京时间 7 月 13 日零点发布 7 月供需报告,报告中将包括美国及全
球大豆、玉米、小麦、棉花产量及库存等报告。小麦市场年度为 6 月 1 日至次
年 5 月 31 日,玉米和大豆市场年度为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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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市展望

豆粕：昨日连豆粕表现偏弱，夜盘有所反弹，贸易战愈演愈烈，而因油厂仍看好后市，暂仍将挺
价惜售，豆粕现货走势好于期货，7-8 月份进口大豆到港总量或达 1630 万吨，再加上当前油厂
800 多万吨的大豆库存，9 月份之前大豆原料供应充裕。油厂开机率超高，而下游需求并没有太
大好转，豆粕消耗量增加较慢，库存维持高位，基本面仍有压力。但因贸易战，中国已取消 43.2
万吨美豆，另有 77 万吨未装船大豆也面临取消，巴西大豆乘机大涨，较美豆每吨高 63 美元，创
五年来新高。上周中国买入了大约 110 万吨巴西大豆，而没有采购美国大豆。加上人民币贬值压
力仍大，大豆进口成本明显提升，加上 7、8 月美豆进入天气炒作多发季节，美豆天气炒作随时
可能展开，油厂看好后市，挺价意愿仍较强，支撑豆粕市场。预计近期豆粕价格整体或仍将易涨
难跌。
豆油：大连豆油昨日下跌明显，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6 月棕
榈油库存小幅增加，终结五个月连降。数据显示，马来西亚 6 月底棕榈油库存环比小升 0.8%至
219 万吨，库存高于预期打压马来西亚棕榈油期价，本月迄今棕榈油期价已下跌 3.8%，周二棕榈
油期价一度下跌 1.5%至两年低点。因需求疲软和中美贸易战忧虑。进而拖累周边油脂期价。 另
外，虽然上周油厂开机率下降，但周压榨量仍保持在偏高水平 180 万吨以上，豆油库存也增至
156 万吨，周环比增 4%，据了解，目前不少工厂豆油供应压力仍较大，催提现象依旧严重，但中
下游经销商接货积极性并不高。基本面持续利空令油脂行情承压。 只不过，中美贸易战令巴西
大豆升贴水大涨，而且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大，大豆进口成本将会被明显提升，且第四季度中国买
豆量较低，11-12 月买船量分别在 480 万吨和 510 万吨，远期原料供应堪忧，油厂亦挺价，令油
脂现货跌幅要小于期货，短线豆油或跟盘频繁震荡。中期来看，贸易战可能升温，及美豆进入关
键生长期后天气炒作多发，且 7 月末开始小包装备货旺季将逐步启动，届时行情或有适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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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我司不就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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