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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Text

受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影响，CBOT大豆合约本月上扬，而国内方面，由于近期利空因

素较多，中美重启贸易谈判，非洲猪瘟持续扩散、以及春节备货进度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
，大连豆粕期货本月下挫。



USDA12月供需报告

国际方面

【USDA12月份供需报告】美国2018/19年度大豆数据与上月持平。巴西2018/19年度大
豆产量预估为1.2200亿吨(11月预估1.2050)，巴西2017/18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1.2030亿
吨(11月预估1.1980)。阿根廷2018/19年大豆产量预估为5550万吨(持平于11月预估)，
2017/18年大豆产量预估为3780万吨(持平于11月预估)。巴西2018/19年度大豆出口预估为
8100万吨(11月预估7700)，2017/18年度大豆出口预估为7620万吨(11月预估7619)。阿根
廷2018/19年度大豆出口预估为500万吨(11月预估800)，2017/18年度大豆出口预估为211

万吨(持平于11月预估)。中国2018/19年度进口预估为0.90亿吨(持平于11月预估)。
2017/18年度进口预估为9413万吨(持平于11月预估)。报告预估中国2018/19年度大豆产量
为1600万吨（持平于11月预估）,中国2017/18年度大豆产量为1520万吨（持平于11月预
估）。中国2018/19年大豆压榨0.925亿吨(持平于11月预估)，2017/18年大豆压榨9000万
吨(持平于11月预估)。全球2018/19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3.6920亿吨(11月预估3.6750亿)，
期末库存预估为1.1533亿吨(11月预估1.1208亿)。全球2017/18年度大豆产量预估为
3.3947亿吨(11月预估3.3857)，期末存预估为10130万吨(11月预估9969万)。



USDA12月供需报告

国际方面



贸易战情况

国际方面

1、新华社华盛顿1月28日电（记者高攀韩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于当地时间28日下午抵达
华盛顿，将同美方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高级别磋商。中方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等。

2、外电1月28日消息，美国农业部（USDA）周一表示，农户可以在2月14日以前
申请旨在抵消美国贸易关税影响的联邦政府援助。之前的申请最终期限定在1月15

日。由于政府停摆持续超过一个月时间，政府援助的申请及付款过程一直被延误
，美国政府停摆于上周五结束。



国际方面
产区天气

巴西中部地区将出现对作物生长有利的降水过程，将缓解处于鼓粒期的大豆作物
所面临的压力。但本周炎热且干燥的天气将重现大豆主要种植区，这会给处于鼓粒期
的作物带来压力。巴西南部炎热且干燥的天气将给处于鼓粒期的帕拉纳州大豆作物带
来压力，同时南里奥格兰德州处于生长期和鼓粒早期的大豆作物则面临更多压力。巴
西东北部地区，炎热天气和降水有限将给处于鼓粒期的大豆带来压力，因此预计产量
会持续减少。

阿根廷中部地区大体有利于大豆作物生长，土壤湿度适合，无高温天气压力。





美豆出口情况

国际方面

华盛顿1月28日消息，美国农业部(USDA)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24日当周，美
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929,417吨，2018年1月25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1,132,122吨。本
作物年度迄今，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累计为20,459,989吨，上一年度同期33,407,868吨。

美国大豆出口情况 美国大豆出口中国情况



基金持仓方面

华盛顿12月21日消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的报告显示，投机
基金在大豆期货和期权市场上的净持仓从净空头变为净多头。截至2018年12月18日的
一周，投机基金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以及期权部位持有净多单350

手，上周是持有净空单11,068手。过去三周里，基金累积减持了6.3万多手净空单。目前
基金持有大豆期货和期权的多单81,661手，上周81,852手；持有空单81,311手，上周
92,920手。大豆期货期权空盘量为876,677手，上周是883,438手。

CBOT大豆期货和期权基金多头持仓 CBOT大豆期货和期权基金空头持仓



国际方面
南美情况

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ABIOVE）发布报告，将2018/19年度巴西大豆产量预
测值调低了300万吨。ABIOVE最新预测巴西大豆产量为1.179亿吨，低于12月份
预测的1.209亿吨。美国数据传输网络（DTN）的农业气象专家迈克·帕莫里诺称
，虽然上个周末巴西中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但是大部分地区降雨有限，温度高
于正常水平，继续影响到大豆生长。目前一股高压槽影响着巴西大部分大豆产区
，造成目前的高温干燥天气。有迹象显示这股高压槽将于下周初减弱，从而给大
部分大豆产区带来零星降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但是巴西的旱情仍是
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这是因为如此多的大豆产区天气糟糕。事实上，高温干燥
天气已经加快早熟大豆成熟，收获进度远远快于正常水平。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发布的周度报告称，截至1月16日，阿根廷
2018/19年度大豆播种工作完成98.8%，高于一周前的96.1%。



阿根廷大豆出口中国情况 阿根廷大豆升贴水报价

国际方面

巴西大豆出口中国情况 巴西大豆升贴水报价



国内方面

外媒1月31日消息；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谷物理事会（IGC）发
布的报告显示，2018/19年度（10月到次年9月）中国大豆产量预计为
1600万吨，高于早先预测值1580万吨，上年为1530万吨。2018/19年
度中国大豆期初库存数据从1880万吨下调到1800万吨。大豆进口量预
计为8750万吨，低于早先预测的8800万吨，上年为9200万吨。大豆
供应总量预计为1.215亿吨，低于早先预测的1.226亿吨，上年为
1.268亿吨。2018/19年度中国国内大豆用量预计为1.052亿吨，低于
早先预测的1.092亿吨，上年为1.086亿吨。2018/19年度中国大豆期
末库存预计为1620万吨，高于早先预测的1330万吨，上年为1800万
吨。



国内方面

生猪养殖利润情况 生猪存栏情况

豆粕全国库存情况 大豆全国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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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豆进口情况
黑龙江国产大豆压榨利润情况

山东进口大豆压榨利润情况 进口大豆进厂价压榨利润情况



操作建议

近日中美举行贸易谈判，春节备货结束，压制连粕盘面，连粕
承压下行，南美天气预计会为连粕期价提供部分支撑，但市场对中
美谈判持乐观预期，且非洲猪瘟影响可能于年后体现，多重因素将
压制连粕盘面，近日应重点关注中国采购美豆进度、南美天气以及
中美贸易战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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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 济南营业部
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北路1号 开元
广场A416
电话：0531-86085909

➢ 石家庄营业部
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购广场东
方大厦写字楼9楼
电话：0311-89103825

➢ 北京长虹桥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2号通广
大厦5012室
电话：010-65389967

华中地区

➢ 汉口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北路8号金茂大楼
展厅四楼
电话：027-85804810

➢ 武昌营业部
武昌区中南路7号中商广场写字楼B
座1709
电话：027-87300866

➢ 黄石营业部
黄石市颐阳路41号名门世界7楼（黄
石金花大酒店旁）
电话：0714-6309781

➢ 荆州营业部
荆州市北京西路508号万达广场写字
楼SOHO B栋8楼815室
电话：0716-8512605

➢ 宜昌营业部
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30号御峰
写字楼1-1-2202、2203、2204室
电话：0717-6464516

➢ 十堰营业部
十堰市人民北路68号大都会广场21
楼
电话：0719-8662689 866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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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
400-70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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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

➢ 上海源深路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平安财
富大厦1806室
电话：021-51758111

➢ 常州营业部
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3号楼B座
302室
联系电话：0519-81290686

➢ 杭州营业部
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
401室
电话：0571-89978782

➢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144号大冶有
色大厦1008室
电话：020-83888366

➢ 南昌营业部
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北大道299号高
能金域名都12栋14层
电话：0791-85239616

➢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与
彩田路交界西南星河世纪大厦A栋
1702
电话：0755－83203580

➢ 襄阳营业部
襄阳市高新区长虹路9号万达广场写
字楼1幢8层A-801室
电话：0710—3472966

华南地区

➢ 福州营业部
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55号地质勘查
中心大楼2层

电话：0591-28308777

➢ 泉州营业部
泉州市浦西万达广场甲A写字楼4110
室
电话：0595-2258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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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陆家嘴东路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招商
局大厦1204室
电话：15026938653 

➢ 富阳营业部
杭州市富阳区江滨西大道10号1307
室
电话：13567133673 

➢ 安徽分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安徽国际金融
中心2502-03室
电话：0551-66199580

➢ 成都营业部
成都高新区吉泰五路88号香年广场
T2栋31层2、3号
电话：028-65785466

➢ 南京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88号新世界中
心A座1515A
电话：025-83191151

➢ 杭州古玉路营业部
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
21层D座
电话：0571-8662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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