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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
目前国内豆粕走势主要看美豆产区天气及贸易战发展，6 月底的
G20 峰会，中美元首或将进行会晤，在此之前贸易战没有更多新
消息，近期关注焦点仍是美豆产区天气，因天气炒作随时可能卷
土重来，油厂有挺价意愿，豆粕下调空间预计不大，整体仍处于
偏强格局，若美豆产区再出现明显的天气问题，也就是降雨重新
增加并耽搁播种，则豆粕价格仍有望再度上涨。
豆油：
天气改善令美豆应声回落，加上国内油脂基本面压力，短线豆油
价格跟盘回调整理，但预计回调空间也比较有限，毕竟美豆仍处
于“天气市”模式下，一旦天气重新降雨，届时油脂价格仍有望
再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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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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银国际期货

图 2、大连豆类商品期货走势

数据来源：中银国际期货

◆ 基本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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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报告前瞻：机构预测美国 2019/20 年大豆年末库存为 9.83 亿蒲式耳
据外电 6 月 7 日消息,在美囯农业部(USDA)6 月供需报告发布前,接受调查的分析机构
预期该报告将显示,美囯 2018-19 年度(旧作)大豆年末库存预估均值在 10.04 亿蒲式耳,预估区
间介于 9.2-10.45 亿蒲式耳,USDA5 月报告预估为 9.95 亿蒲式耳。美国农业部将在北京时间
本周三 00:00 发布最新一期供需报告。
美囯 2019-20 年度(新作)大豆年末库存预估均值在 9.83
亿蒲式耳,预估区间介于 8.54-10.69 亿蒲式耳。USDA5 月报告预估为 9.7 亿蒲式耳。此外,分
析机构预期 USDA 报告将显示,美国 2018-19 年度年度玉米年末库存将在 21.23 亿蒲式耳,预
估区间介于 20.35-22.45 亿蒲式耳,5 月供需报告预估为 20.95 亿蒲式耳。美国 2019-20 年度玉
米年末库存预计将在 19.17 亿蒲式耳,预估区间介于 16.33-24.04 亿蒲式耳。

◆ 后市展望

豆粕：
气象预报显示美国中西部地区温度将会回升，大豆播种条件将有所改善，打
压豆价。美国农业部将在下周二（6 月 11 日）发布 6 月份供需报告。分析师们
预计这份报告可能显示 2018/19 年度美国大豆期末库存达到 10.40 亿蒲式耳，
相比之下，美国农业部 5 月份的预测值为 9.95 亿蒲式耳；分析师预计 2019/20
年度美国大豆库存为 10.70 亿蒲式耳，美国农业部 5 月份预测为 9.70 亿蒲式耳。
加上南美大豆丰产，全球大豆供应充足，亦不利于豆价。不过目前市场关注的
关键因素是 6 月份美国天气以及美国 2019 年大豆的最终产量，大豆的最终播种
日期为 6 月 20 日，因此未来两周美产区天气情况将格外重要。
目前国内豆粕走势主要看美豆产区天气及贸易战发展，6 月底的 G20 峰会，
中美元首或将进行会晤，在此之前贸易战没有更多新消息，近期关注焦点仍是
美豆产区天气，因天气炒作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油厂有挺价意愿，豆粕下调空
间预计不大，整体仍处于偏强格局，若美豆产区再出现明显的天气问题，也就
是降雨重新增加并耽搁播种，则豆粕价格仍有望再度上涨。
豆油：
传言后续到港美豆 700 万吨或将直接进国储而非直接压榨，但国储也有陈豆
轮出，加上南美大豆盘面榨利较好将吸引中国买家积极买入，本周截止周三中
国油厂已采购 20-22 船 7-8 月船期南美大豆，其中大部分为 7 月船期，后期中
国油厂还将继续采购，买货量将继续增加，未来两到三个月原料供应暂无忧，
后期油厂开机率将保持较高水平，豆油及棕榈油供应尚较充裕，均令油脂市场
承压。不过，美产区天气改善拖累美豆及连粕大跌，触发交易商此前买粕卖油
的套利解锁，加上近两周豆油库存也出现下降，以及近期棕油套盘利润一般，
进口商买船积极性较低，6 月份棕榈油买船较少，据悉目前仅在 14 船左右，7、
8 月买船也少之又少，仍有利于去库存。另外，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令美中紧张关
系僵持，预计中短期难以解决。在此背景下，中加关系暂也难缓解，国内菜籽、
菜油船通关仍难畅通，企业采购谨慎，7 月份之后菜籽供应将趋紧，市场预计菜
油中期供应偏紧几成定局。这一系列利多因素均给油脂市场带来一定支撑，使
得本周豆油现货跌幅比较有限。
短期来看，天气改善令美豆应声回落，加上国内油脂基本面压力，短线豆油
价格跟盘回调整理，但预计回调空间也比较有限，毕竟美豆仍处于“天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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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一旦天气重新降雨，届时油脂价格仍有望再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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