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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策略 ：生猪回调至18500左右轻仓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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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 33 0.80% 主力合约期价 3796 35 1.17% 主力合约期价 3010 10 60.07%
美豆期价 1691 35 2.10% 福建价格 3880 69 1.81% 美玉米期价 782 -26 -3.25%

张家港价格 4280 0 0.00% 全国均价 3812 1 0.03% 锦州港价格 2890 0 0.00%
全国均价 4341 2 0.05% 菜籽库存（万吨） 23.4 5.05 27.52% 全国均价 2908 4 0.13%

油厂开机率（%） 67.01 8.02 13.60% 库存（万吨） 4.26 -0.54 -11.25% 库存数（万吨） 479.50 -8.50 -1.74%
豆粕库存（万吨） 73.05 14.52 24.81% 仓单 3303 -47 -1.40% 仓单 148659 11145 8.10%

仓单 11554 790 7.34% 基差 84 24 36.92% 基差 -120 2 -1.82%
基差 106 -33 -23.74% 主力-次主力 671 45 7.19% 主力-次主力 51 1 2.00%

主力-次主力 233 -3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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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2 41 0.86% 主力合约期价 19065 -725 -3.66%
豆粕-菜粕 433 13.95% [307 756]

主产区价格 4.82 -0.14 -2.81% 基准地价 15600 100 0.65%
主销区价格 4.96 -0.06 -1.20% 全国均价 14600 2300 2.05%

豆粕-玉米 1204 5.52% [386 1593]
蛋鸡存栏（亿只） 11.73 0.15 1.30% 屠企开工率（%） 30.97 0.90 2.99%
淘汰鸡（万只） 1587.00 87.00 5.80% 自繁自养利润 -175.24 61.54 -25.99%

猪料比 4.42 1.61% [3.8 6]
基差 17 -180 -91.30% 外购仔猪利润 31.06 64.17 -193.81%

主力-次主力 511 2 0.39% 基差 -3465 825 -19.23%
主力-次主力 -1025 -3605 -139.73%

新闻热点

✦ 农业农村部公布4月底能繁母猪存栏4177.3万头 
✦ USDA销售报告:截止5月12日当周,美国21/22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75.3万吨(预期10-50万吨),前一周为14.4万吨;2022/2023年度大豆净销售14.9万吨(预期5-60万吨),
前一周为7.7万吨;
✦ 进口大豆拍卖:周五国内进口大豆共计划拍卖50.38万吨,实际成交17.23万吨,成交率34.21%,价格5270-5520元/吨。截止目前已完成8轮进口大豆拍卖,工成交160.72万吨,
成交率39.93%;

策略

蛋白粕：因出口需求强劲和种植条件恶化，美豆突破1700关口，预计豆粕将随成本端走高。但随着大豆到港增加和进口大豆拍卖持续，油厂开机回升，上周压榨量为
192.78万吨，且下游需求一般，随用随采为主。供弱需求下，豆粕库存逐步累积，基差走弱。预计上行空间有限，关注豆粕4200一线表现。
玉米：虽然华北贸易商麦收腾出，饲用稻谷拍卖，下游需求疲软，但美玉米播种缓慢和俄乌局势紧张，国际谷物价格维持高位，加上小麦玉米价差较大，性价比仍存，多
空博弈下，预计高位震荡运行为主。
鸡蛋：在产蛋鸡存栏环比增加，但仍处于低位。短期囤货行为增加，后续将恢复正常。09盘面预计处于震荡偏强。
生猪：周末猪价稳中下行，白条销量有限，屠企压价，养殖户压栏，仍处于博弈阶段。生猪去产能接近尾声，但年底前供应仍足够，盘面升水较多，上方空间有限，待回
调18500左右再轻仓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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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8 56 0.49% 主力合约期价 13520 -11 -0.26% 主力合约期价 11762 122 1.05%
美豆油价格 79.35 -3.77 -4.54% 福建价格 13073 -745 -5.39% 马棕价格 6694 -256 -3.68%

张家港一级价 11880 -80 -0.67% 全国均价 13894 -260 -1.84% 广东24度价 15060 -360 -2.33%
一级豆油均价 11817 -123 -1.03% 库存（万吨） 22.75 0.25 1.11% 全国24度均价 15010 -360 -2.34%

库存数（万吨） 91.42 2.46 2.77% 仓单 32 -200 -17.54% 库存数（万吨） 24.86 -1.03 -3.98%
仓单 4005 2005 100.25% 基差 -394 -1095 -156.21% 进口利润(广东) 1461.53 329.66 29.1%
基差 452 -136 -23.13% 主力-次主力 -287 1 -0.35% 仓单 2496 -4 -0.16%

主力-次主力 -348 -60 48.72% 压榨利润（福建） -1089.91 -719.20 416.66% 基差 3298 -482 -12.75%
 压榨利润（美豆） -189.27 161.44 -46.03% 主力-次主力 -1220 -1784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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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2.24% [373 1276] 1780 -5.87% [426 3168] 2042 -5.42% [-230 2176]

新闻热点

✦ 印尼3月GAPKI数据:产量415万吨,环比增长8%,同比增长3%,出口量202万吨,3月期末库存增长62万吨至568万吨,明显高于市场预期。
✦ ITS：马来西亚5月前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824589吨，上月同期为646341吨，环比增加27.6%。SGS：预计马来西亚5月前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838692吨，较4月同期
出口的632588吨增加32.6%。 AmSpec：马来西亚5月前2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794527吨，上月同期为610728吨，环比增加30.1%。
✦ 据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SPPOMA）数据显示，2022年5月1-2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下降15.87%，出油率增加0.19%，产量减少15%。
✦ 印尼经济部长：印尼将确定每个棕榈油生产商的国内义务规模。将继续监控食用油供应。为了加速某些食用油的分配，政府将要求印尼国家物流局建立缓冲库存。确保
棕榈农可以以体面的价格出售棕榈鲜果串（FFB）。印尼要求印尼国家物流局将食用油储备保持在需求的10%。

策略 油脂：印尼出口禁令解除转为国内市场义务，阶段性利空落地，同时，因出口需求强劲和种植条件恶化，美豆突破1700关口，外盘支撑较强。虽然油厂压榨回升明显，但
国内整体仍处于低库存和高基差状态。短期利多带动下，油脂走势偏强，空单暂且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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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7 60 1.01% 主力合约期价 9380 132 1.43%
白糖基差 -67 -30 81.08%

主产区价格 5910 30 0.51% 山东80#(元/公斤) 7.6 0.0 0.00%
主销区价格 6260 -20 -0.32% 陕西冷库库容比(%) 19.15 -1.77 -8.46% 白糖

主力-次主力
32 -9 -21.95%

外盘价格 19.98 0.79 4.12% 山东冷库库容比(%) 16.20 -2.13 -11.62%
进口量 （吨） 420000 300000 250.00% 仓单 0 0 0.00%

苹果基差 -1632 16 -0.97%
累计库存（万吨） 491 -26 -5.10%
累计产量（万吨） 935 47 5.23% 苹果

主力-次主力
-85 3 -3.41%

累计销量（万吨） 444 73 19.67%
仓单 46118 -796 -1.70%

新闻热点

✦ 国际方面：印度当前榨季迄今，糖出口量已经达到750万吨，另外150万吨已经签约在未来两个月出口。这是印度首次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出口创纪录高的糖。

策略
白糖：糖价近期陆续上涨，高位采购需求有放缓迹象。目前现货市场虽然不旺，但得到国际糖价上涨带动，进口成本持续大幅倒挂。建议暂以观望为主。
苹果：果农套袋工作开始，价格平稳运行，调货客商有限。气温上升后，西瓜等夏季水果需求上升挤压苹果市场，短期市场利好有限，预计苹果价格偏弱震荡运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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