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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菜油和棕榈油01多单离场后暂以观望为主 ，等待再次逢低入多机会 （★★★★☆）
                       生猪03合约空单继续持有（★★★☆☆）
                       白糖回调布局多单（★★★☆☆）
                        

养殖
板块

饲料

豆粕 菜粕 玉米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主力合约期价 3202 41 1.30% 主力合约期价 2792 103 1.58% 主力合约期价 2670 12 70.28%
美豆期价 1265 22 1.75% 福建价格 2790 -235 -7.77% 美玉米期价 571 -7 -1.21%

张家港价格 3400 -20 -0.58% 全国均价 2805 -54 -1.88% 锦州港价格 2680 40 1.52%
全国均价 3463 -20 -0.57% 菜籽库存（万吨） 21.85 0.25 1.16% 全国均价 2753 5 0.16%

油厂开机率（%） 65.66 -2.25 -3.31% 库存（万吨） 2.6 0.4 18.18% 库存数（万吨） 150.00 3.80 2.60%
豆粕库存（万吨） 54.73 -5.38 -8.95% 仓单 0 -2357 -100.00% 仓单 38015 -1110 -2.84%

仓单 25180 -667 -2.58% 基差 -2 -243 -75.23% 基差 10 8 400.00%
基差 198 -61 3.59% 主力-次主力 30 3 11.11% 主力-次主力 -8 12 -60.00%

主力-次主力 164 7 4.46%

农副产品

鸡蛋 生猪 套利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主力合约期价 4526 -35 -0.77% 主力合约期价 16200 -525 -3.14%
豆粕-菜粕 492 7.19%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71 -0.08 -1.65% 基准地价 17950 0 0.00%
主销区价格 5.00 -0.12 -2.41% 全国均价 16800 -700 6.33%

豆粕-玉米 532 5.77%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69 0.04 0.34% 屠企开工率 30.25% -0.07% -0.23%
淘汰鸡（万只） 1530.00 96.00 6.69% 自繁自养利润 135.32 52.21 62.82%

猪料比 5.61 3.89% [3.8 6]
基差 188 -44 -19.01% 外购仔猪利润 282.81 50.67 21.83%

主力-次主力 174 -371 -68.07% 基差 1750 525 27.27%
主力-次主力 1935 40 2.11%

新闻热点

✦ 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2021年10月国内玉米进口量130.32万吨，较9月份353.38万吨减少223.06万吨，环比减63.12%；较2020年10月份114.15万吨增加16.17万
吨，同比增14.17%。其中10月份进口均价为309.74美元/吨，环比增8.70美元/吨，同比增89.42美元/吨。
✦ 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 ：截至11月18日，阿根廷大豆种植率为 28.6%（上周为18.8%，平均为31.5%，去年为131.3%）。
✦ AgRural数据显示，截至11月18日，巴西2021/22年度大豆播种进度达到 86%，比前一周推进了8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的81%。
✦ USDA作物生长报告:截至2021年11月21日当周，美国大豆收割率为95%，市场预估均值为96%，之前一周为92%，去年同期为98%，五年均值为96%。
✦ USDA出口销售报告:截至11月11日当周,美国2021/2022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138.3万吨(预期100-163),前一周为128.9万吨;2022/2023年度大豆净销售-0.8万吨,前
一周为3万吨;21/22年度豆粕出口净销售为 18.3万吨,前一周为27.8万吨;2022/2023年度豆粕净销售-0.1万吨,前一周为0万吨。

策略

蛋白粕：受蛋白质供应紧缺提振 ，美豆粕走强并带动美豆上行 ，豆粕跟涨，但美豆收割接近尾声，南美天气状况适宜生长 ，全球大豆供需格局有望改善 ，同时，国内11-
1月大豆到港增加，随着压榨回升，豆粕库存将逐步累积 。短期01合约将在3200附近反复震荡，建议暂以观望为主，中长期维持偏空思路 。
玉米：虽然新粮上市压制玉米走势 ，期价回调。但东北地区再度经历雨雪天气 ，农户惜售情绪再起，加上售粮成本偏高 ，玉米现货价格高企。同时小麦持续上涨，玉米
性价比再次突显，有助提振饲用需求，预计下方空间有限，建议观望。
鸡蛋：10月在产蛋鸡存栏偏低 ，供应偏紧，需求方面，目前处于需求淡季 ，双12和双旦提振有限，贸易商拿货谨慎，价格有继续回落可能，但在供应偏紧、养殖成本高
位下，空间有限，短期观望为主。
生猪：全国猪价回调后继续上行 ，屠企和养殖户仍处于博弈阶段 。目前北方部分地区降雪 ，导致养殖户惜售情绪加重 ，短期内对猪价有支撑作用 。但生猪的产能恢复，
叠加冻肉高库存下，市场对后市预期较差。01合约短期16000左右有支撑，整体宽幅震荡，观望为主。03合约前期空单继续持有 。

油脂
板块

油脂

豆油 菜油 棕榈油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主力合约期价 9470 -38 -0.40% 主力合约期价 12473 -133 -1.06% 主力合约期价 9692 234 2.47%
美豆油价格 58.14 -0.74 -1.26% 福建价格 13008 56 0.43% 马棕价格 5446 41 0.76%

张家港一级价 10250 -100 -0.97% 全国均价 12915 -110 -0.85% 广东24度价 10250 120 1.18%
一级豆油均价 10237 -108 -1.05% 库存（万吨） 32.46 1.90 6.22% 全国24度均价 10388 147 1.43%

库存数（万吨） 84.26 1.15 1.38% 仓单 32 -1547 -47.09% 库存数（万吨） 44.17 0.90 2.08%
仓单 9664 0 0.00% 基差 193 -153 -44.22% 进口利润(广东) -472.65 138.81 -0.23 
基差 780 -62 -1.52% 主力-次主力 509 12 2.41% 仓单 1921 -799 -29.38%

主力-次主力 708 -108 -13.24% 压榨利润（福建） -531.79 -228.10 75.11% 基差 558 -114 -8.82%
 压榨利润（美豆） 490.689 104.7637 29.49% 主力-次主力 1234 174 -6.24%

套利
豆油-棕榈油 菜油-棕榈油 菜油-豆油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值 环比 合理区间
-222 -544.00% [373 1276] 2781 -11.66% [426 3168] 3003 -3.07% [-230 2176]

新闻热点

✦ 船运调查机构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发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1月1-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30,410吨,较10月1-20日出口的956,8987吨增加18.1%。.独立检验
公司Amspec Agri发布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1月1-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 1,066,899吨,较10月1-20日978,917吨增加9%。
✦ 据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POMA）数据显示，11月1-2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 0.86%，出油率减少0.31%，产量减少2.4%

策略
油脂：马棕11月前20日出口形势依然较好，且当前正值减产季，加上拉尼娜降雨不利收割 ，劳工引进对产量影响有限 ，马棕库存易降难升。同时，加菜籽减产落实，进
口成本高企，外盘支撑强劲。国内方面，菜籽和棕榈油利润持续倒挂 ，买船几乎没有，库存难增。不过近期油脂大涨 ，下游成交转淡，基差持续走弱，上行动能或有减
弱，建议P01和OI01多单离场后暂以观望为主 ，等待再次逢低入多机会 。

其他

其他

白糖 苹果 套利
价格 涨跌 环比 价格 涨跌 环比 值 涨跌 环比

主力合约期价 6067 -8 -0.13% 主力合约期价 8148 84 1.04%
白糖基差 -239 9 -3.63%

主产区价格 5830 20 0.34% 山东80#(元/公斤) 5.4 0.4 8.00%
主销区价格 6290 40 0.64% 陕西冷库库容比(%) 64.83 0.71 1.11% 白糖

主力-次主力
-78 12 -13.33%

外盘价格 20.18 0.04 0.20% 山东冷库库容比(%) 60.10 0.82 1.38%
进口量 （吨） 810000 -60000 -6.90%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2748 316 -10.31%
累计库存（万吨） 25 -80 -76.64%
累计产量（万吨） 29 -1037 -97.26% 苹果

主力-次主力
-992 -276 38.55%

累计销量（万吨） 5 -957 -99.51%
仓单 15887 -1210 -7.08%

新闻热点

✦ 截至11月15日，马邦制糖83.61万吨，出糖率为8.56%。                                                                                         
✦ 11月14日，博宣点火烘炉，预计12月初开榨，目标13万吨。 南华南圩糖厂或于11月28日开机。凤糖的凤山、柳城、鹿寨、上上几家制糖企业相继暖炉 。

策略

白糖：据估计本榨季约100万吨甘蔗被转移至乙醇生产中 。而国内南方制糖厂也陆续开榨 。目前来看，内蒙新疆已经全部开榨 ，云南1家开榨，广西多家点火烘炉，广东
海南预计12月份陆续开榨。11月18日，云南中云的勐腊糖厂开榨 ，设计产能0.6万吨/天。根据20美分的成本测算，巴西进口加工糖成本为 6245，泰国为6185。较高进
口成本抑制国内的原糖采购欲望 。同时叠加旧榨季的库存 ，随着12月份南方糖陆续开机，库存或慢慢累加，建议观望为主，逢回调布局多单。
苹果：本周苹果主产区库外交易已进入后期 ，入库已基本结束。山东、陕西、甘肃地区有零星果农货开始出库 ，其中山东地区以小果外贸为主 ，陕西地区出库价格偏硬
运行，甘肃地区疫情管控有所缓解后走货速度加快 ，出库价格有所上涨，产地炒作情绪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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