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脂 7 月月报 

一、行情回顾 

从 6 月份以来，棕榈油期货市场持续下挫，价格不断创新低。从技术指标分

析，目前棕榈油市场多条均线呈现空头排列，而且成交量也一直徘徊不前，市场

资金观望情绪浓厚。与此同时港口棕榈油交货价格表现疲弱，继续走低，平均价

格已经跌破了 4300 元。 

国内油脂的低迷更多受到马盘走势的带动。因为从 6 月初以来马盘期货价格

下跌加速，成交萎缩，目前价格已经下跌至 1900 点附近，弱势格局仍在延续。

笔者认为随着气温回升，棕榈油的市场需求在不断提升，国内库存有进一步下降

的趋势，但是马盘的跌跌不休已经拖累了国内市场，在马盘价格企稳之前估计国

内油脂市场难以有好的表现。 

图 1：马盘棕榈油主力合约走势图 

 

 

资料来源：民生期货 

   二、基本面分析 



 

 

  （一）、政策追踪 

今年以来原油市场一直处于供应偏紧局面，而在 G20 峰会上，俄罗斯与沙

特表示将以之前规模延长 OPEC+协议，时间可能是 6 或 9 个月，基本上保证了

今年年底之前原油市场仍将延续供需基本平衡甚至供应偏紧的基本面大趋势。之

前市场普遍预期原油减产延续到年底，而从最新的消息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

示减产时间可能是 6 或 9 个月，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但减产量维持之

前规模，并未超出市场预期，甚至给市场留有潜在利空的操作空间，相比上半年，

减产因素对下半年油价的利多作用或将减弱。 

与此同时，在 G20 峰会期间，中美双方表示重新恢复贸易谈判。事件短期

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提振市场信心，但长期来看，还是需要保持理性看待中美

之间的发展趋势，仍要时刻警惕中美贸易争端上的不可预测性。美中双方均已证

实不会互加新的关税。特朗普在谈及华为公司时说，他将撤回美国政府禁止美国

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的决定。特朗普还表示，在这次会见后，中国将会开始大量

采购美国农产品。 

5 月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农产品主要进口来源结构显著变化，自

美国主要农产品进口大幅下降。1—5 月，我国自巴西、东盟、欧盟、澳大利亚、

加拿大农产品进口保持快速增长，进口美国农产品继续快速回落。其中，进口美

国农产品金额由上年同期的 732.2 亿元降至 327.3 亿元，下降 55.3%，1—4 月

进口美国大豆 430.9 万吨，同比下降 70.6%。 

事实上，大豆作为中国进口贸易的重要农产品，从去年来就已经出现下滑的

态势。此前，据 6 月 10 日海关总署公布的 5 月全国大宗商品进口数据显示，中

国当月大豆进口量为 736.2 万吨，环比跌 4%，同比跌 24%。整体来看，今年



 

 

前 5 个月，全国累计进口大豆 3175.1 万吨，同比下跌 12.2%。2018 年时，中

国大豆进口 8803.1 万吨，已出现了七年来首次进口总量下跌，同比下降 7.9%。 

从整体来看，国内大豆供需格局正发生根本性改变。自 2018 年以来，中国

加大了种植大豆的力度，据今年 2 月农村农业部印发的《2019 年种植业工作要

点》表示，中国要争取在年内至少增加 500 万亩大豆及油料种植面积，这是继

去年提出增加 1000 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后的再一次扩产。 

（二）、供需分析 

1、美报告利多市场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大豆播种面积利多，加上周末期间中美两国同意不再互加

新关税，中国可能恢复采购美国农产品，将对大豆价格构成支持。美国农业部发

布的播种面积预测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预计为 8000 万英亩，

比去年减少 10%，创下 2013 年以来的最低面积。该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测的

8435.5 万英亩，美国农业部 3 月份播种意向面积为 8461.7 万英亩。美国农业

部周五发布的季度库存报告显示，2019 年 6 月 1 日美国大豆库存为 17.9 亿蒲

式耳，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18.61 亿蒲式耳。去年同期为 12.19 亿蒲式耳。 

美国农业部(USDA)周一公布的每周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截至 6 月 23 日当

周，美国大豆种植率为 85%，前一周为 77%，去年同期为 100%，五年均值为

97%。当周，美国大豆出苗率为 71%，前一周为 55%，去年同期为 94%，五年

均值为 91%。当周，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 54%，去年同期为 73%。截止到

2019年6月30日，美国18个大豆主产州的大豆播种进度达到92%，上周85%，

去年同期 100%，过去五年同期的平均播种进度为 99%。大豆出苗率为 83%，

上周 71%，去年同期 98%，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95%。 



 

 

2、南美丰产施压 

南美大豆出现恢复性增产。2018 年，阿根廷大豆产区出现严重干旱，导致

其大豆产量大幅下降，从常年 4500 万吨的水平下降到 3500 万吨左右，而今年

阿根廷大豆产区天气较为正常，大豆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巴西大豆由于播种面

积增加，加之后期天气转好，大豆实现丰产。各市场机构不断上调巴西大豆产量，

至后期已和上年度相差无几。因此，2018/2019 年度南美大豆整体丰收，在贸

易摩擦升级的情况下，为中国大豆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ABIOVE）发布的 5 月份供需报告显示，2019 年巴

西大豆产量预计为 1.176 亿吨，高于上次预测的 1.169 亿吨，相比之下，2018

年为 1.23081 亿吨。2019 年巴西大豆出口量预计达到 6810 万吨，低于上次预

测的 7010 万吨，而 2018 年出口量为 8360.5 万吨。2019 年巴西大豆压榨量预

计为 4320 万吨，与上次预测持平，2018 年为 4355.6 万吨。2019 年巴西大豆

期末库存预计为 56.37 万吨，远高于上次预测的 29.5 万吨，也高于上年的 27.96

万吨。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预期 2018/2019 年度阿根廷大豆产量为

5600 万吨，比上年度产量 3510 万吨高出 59.5%，创下近 19 年次高。阿根廷

大豆产量的最高纪录为2014/2015年度的6080万吨。预估全国大豆单产为3.35

吨/公顷，低于上周的 3.39 吨/公顷。已经收获的大豆产量达到 5540 万吨。 

当前产地棕榈油正处于去库存中，出口需求在高豆棕价差的刺激下表现较为

强劲。今年以来，FOB 豆棕价差整体在 100 美元/吨上方运行，甚至达到 130-150

美元/吨高位，高豆棕价差刺激了需求国增加棕榈油进口以替代豆油，印度和中

国则是其中的典型。 



 

 

3、马盘棕榈油出口需求依旧疲软 

2019 年 1 月以来，自印度将马来西亚的精炼棕榈油与毛棕榈油的税差从 10%

缩窄至 5%后，印度精炼棕榈油进口迎来明显增量，叠加棕榈油相对其他植物油

的价格优势，精炼棕榈油进口的一枝独秀。2019 年 1-5 月印度国内精炼棕榈油

进口 133.07 万吨，相比去年同期的 88.39 万吨大增 50.55%，以出口精炼棕榈

油为主的马来西亚因此受惠。国内亦是如此，过去的几个月里产地持续给出较好

的进口利润，令国内买船大增。2019 年 1-5 月，国内 24 度棕榈油进口 202 万

吨，较去年同期的 135 万吨大增 49.63%。根据天下粮仓最新跟踪，24 度棕榈

油进口预估为 6 月 32-35 万吨，7 月 25-30 万吨，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船运调查公司 AmSpec Agri 马来西亚公司称，2019 年 6 月 1-25 日期间马

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为 1,173,814 吨，比 5 月份同期减少 14%。船运调查机构

ITS（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6 月 1-25 日期间

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为 1,148,673 吨，比 5 月份同期的 1,397,359 吨减少

17.8%。 

图 2：马来西亚棕油出口情况 

 

 

来源：民生期货 



 

 

PPOMA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1—2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降低15.16%，

产量降低 15.9%，出油率降低 0.14%。该机构上次报告显示，6 月 1—15 日，

棕榈油单产降低 25.07%，产量降低 26.44%，出油率降低 0.26%。预计马来西

亚棕榈油库存将继续下降，6 月库存将到 220 万吨，同比持平。库存的连续下降

有助于供应压力的缓解。 

随着产地棕榈油库存低点的临近，多头的势头正在减弱，棕榈油震荡寻底仍

未完结。预计产地库存将在 6 月左右见到低点后续升，施压产地报价，而产地库

存压力将随进口利润窗口的开启转移至国内。 

4、国内棕榈油下游需求有所改善 

3—5 月，我国共进口棕榈油 117 万吨，2018 年同期为 76 万吨，增长 54%。

不过，由于豆油和棕榈油价差高于往年同期，棕榈油消费好转，库存并未明显增

长，反而由 3 月初的 78 万吨降到 5 月末的 75 万吨。 

图 3：国内棕油月度进口 

 

  

来源：民生期货 



 

 

由于气温升高，棕榈油消费迎来季节性旺季。根据天下粮仓的统计，5 月，

样本点棕榈油成交 13 万吨，环比增长 170%，同比增长 406%。6 月的需求数

据进一步走高，1—21 日，国内市场成交 10.6 万吨，较 5 月同期增长 64.85%，

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274.56%。 

未来两个月，棕榈油进口量将持续增加，6 月进口量为 46 万吨，7 月为 40

万吨，合计 86 万吨，累积同比增长 68%。与供应相对，需求也将保持强劲，预

期需求增量大于供应增量，棕榈油库存将进一步下滑，并低于 2018 年的同期水

平。 

上周国内大豆榨利有所回落，部分油厂复产令开机率回升，豆油产出增加。

当前高位豆棕价差抑制豆油需求，令上周豆油库存继续增长，高库存仍对豆油反

弹形成压制。截止 6 月 21 日，国内豆油商业库存总量 148.34 万吨，较上周的

145.9955 万吨增 1.61%，较上个月同期的 145.58 万吨增 1.9%，较去年同期的

141.88 万吨增 4.55%。 

 

图 4：豆油商业库存 

 
 

来源：民生期货 



 

 

随着棕榈油消费好转，棕榈油库存下降。截止 7 月 2 日，全国港口食用棕榈

油库存总量 66.23 万吨，较上月同期的 72.81 万吨降 6.58 万吨，降 9.03%。 

三、技术面分析 

图 5：国内棕榈油主力合约日线图 

 

 

来源：民生期货 

 

从棕榈油主力合约走势图来看，近期市场价格仍在底部徘徊，多条均线呈现

空头排列，同时 MACD 均线仍运行于 0 轴线下方。从多空力量对比来看，空头

仍占据主动，市场缺乏向上推力。由于近期市场人气涣散，资金观望情绪浓厚，

市场成交略显清淡。 

四、后市展望 

全球大豆供应宽松格局延续，三季度进口大豆仍处于年内高点，加之政策引

导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继续增加，国内外供应压力抑制远期合约表现。  

整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宏观背景、美豆种植期天气变化所带来的的供应

影响以及国内非洲猪瘟所带来的的需求变化，三者因素共同发酵，对国内豆类油



 

 

脂价格未来趋势产生了诸多的影响和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当前在中美和谈有序进

行和季度种植意向报告新鲜出炉的背景下，市场关注的焦点或将逐步重回油脂疲

软的国内基本面和进入回升状态的库存情况，稳健的投资者应该在趋势不明朗的

背景下多关注豆油和棕榈油的比价变化趋势，捕捉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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