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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中美贸易谈判形势乐观，商务部公告决定对美国 DDGS 所适
用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进行复审，美国 DDGS 进口或将恢复，这
利空粕类。且南美大豆贴水价格持续走弱，油厂榨利良好，目前
毛榨利高达 270-320 元/吨，即使减去 150 元加工费，净利润也十
分可观，导致一些油厂开始预售 5-7 月份-80 至-100 的基差，大
豆压榨开机率也逐步提升，上周全国各地油厂大豆压榨量 169 万
吨，较上周增 5.32%，预计本周将增至近 180 万吨。而非洲猪瘟
将严重影响粕类后期需求，令豆粕上涨受限，今日滞涨小跌。
但由于豆粕跌至低位区域，与杂粕价差大幅缩小使得饲料厂
增加豆粕用量，企业反映饲料配方豆粕添比猪料从 14-16%提升至
18-20%，禽料从 17%提升至 25%，豆粕替代基本达到配方中的极限，
豆粕成交连续放量，且下旬山东部分油厂因缺豆停机，油厂豆粕
库存压力缓解，挺价意愿较强，豆粕价格暂也难有大跌，短线或
窄幅上下波动为主。

豆油：南美大豆贴水持续走低令到港成本下降，5-7 月船期大豆
毛榨利高达 270-320 元/吨，中国油厂买兴积极，周二中国至少采
购 4 船南美大豆，其中 1 船阿根廷 5 月船期成交价+65N，巴西
5-6 月船期成交价+110N 至+112N。后续进口大豆到港量庞大，本
周油厂压榨量或增至近 180 万吨，豆油库存恐因油脂需求还未到
旺季而继续增加，且大马棕榈油进入增产期，供应压力令油脂行
情持续承压。多空交织，短线国内豆油行情将继续跟盘频繁震荡
整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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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盘行情描述
图 1、CBOT 豆类油脂商品期货主力连续合约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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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连豆类商品期货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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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4 月报告美豆库存数据略低于此前市场预期
美豆收割面积 8810 万英亩（3 月 8810，上年 8950），单产 51.6 蒲（3 月 51.6，
上年 49.3），产量 45.44 亿蒲（3 月 45.44，上年 44.12），出口 18.75 亿蒲（3 月
18.75，上年 21.29），压榨 21.00 亿蒲（3 月 21.00，上年 20.55），期末 8.95 亿蒲
（预期 8.98，3 月 9.00，上年 4.38），阿根廷大豆产量 5500 万吨（预期 5550 万
吨，3 月 5500 万吨），巴西大豆产量 1.17 亿吨（预期 1.161 亿吨，3 月 1.165 亿
吨） 。美豆产量、压榨及出口预估均维持不变，期末库存因进口小幅调降、种
子用量小幅调增而导致其被略有下调，本次报告对大豆市场中性略偏多。
◆ 后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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