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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点评及投资策略建议：

投资咨询部
豆粕：美联储加息利空落地，商品市场普遍反弹，对美豆也有带动。
8 月美豆主产区再现干旱天气，市场对天气的关注增强，美豆价格
得到提振。大豆到港预期减少，且库存去化顺利的背景下，短线豆
粕震荡偏强，豆粕基差有望继续走强。

玉米：当前青黄不接阶段玉米供应收紧，下游需求逐渐改善。下周
玉米期价上有国际加息传导和乌克兰出口恢复预期承压，下有年度
玉米产需缺口较大、产区不良天气、病虫害和成本支撑，预计期价
在 2600-2700 区间震荡。

鸡蛋：目前鸡蛋供需收紧，节日效应和替代品涨价支撑鸡蛋现货价
格季节性上涨。但 09 月合约面临交割压力，买方接货意愿不高，
再有宏观经济风险持续冲击，预计蛋价弱势。建议 JD2209 合约逢
高布空。

生猪：猪价结束连涨势头，养殖户挺价情绪有所松动。终端消费仍
然疲弱，屠宰亏损有大幅改善，随着消费旺季即将到来，补库备货
需求上升，预计需求将有所提振。从存栏和出栏数据看，国内生猪
供应并不紧张。猪价进入高位震荡区间，下方空间总体有限。

期权投资策略：
买入玉米看跌期权

下周关注:
外围市场宏观风险；大豆和玉米产区天气；疫情防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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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USDA: 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7 月 21 日的一周,美国出口销售大豆净增
69 万吨，其中 2021/22 年度净减 5.9 万吨，2022/23 年度净增 74.9 万吨。当周大豆出口装船 40 万
吨，低于前一周的 50 万吨。迄今，2021/22 年度（始于 9 月 1 日）美国大豆累计出口销售 5953.9
万吨，低于上年度的 6190.9 万吨。
2. 南美作物专家迈克尔•科尔多涅博士本周将 2022 年美国大豆单产下调 0.5 蒲/英亩至 51 蒲/英亩，
并对今后的预测持中性至下调态度。8 月份是美国大豆作物关键生长期，长期气象预报显示，8 月中
上旬将出现更加炎热干燥的天气。
3. USDA:截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的一周，美国 2021/22 年度玉米净销售量为 15 万吨，显著高于上周
和四周均值。当周出口量为 86.8 万吨，比上周低 22%，比四周均值低 19%。本年度迄今为止，美国
2021/2022 年度累计出口销售玉米 6060 万吨，同比下降 13%，其中本年度向中国累计销售玉米 1472
万吨。
4. 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发布的参赞报告显示，预计 2022/23 年度阿根廷玉米产量 5300 万吨，比
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值低 200 万吨，因为参赞的收获面积预估 690 万公顷，比美国农业部的预估低 10
万公顷，参赞的平均单产预估也低于美国农业部的预测。预计阿根廷玉米单产将连续第三年低于趋
势水平，因为拉尼娜现象相关高温干旱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此外，化肥成本提高可能导
致一些农民减少化肥用量。预计 2022/23 年度阿根廷玉米出口为 3880 万吨；比美国农业部的预测低
220 万吨，原因是产量预估偏低以及阿根廷政府控制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充足。
5. 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ANEC)称，预计 2022 年 7 月份巴西出口大豆 739.3 万吨，低于上周估
计的 779.4 万吨，2021 年 7 月份巴西大豆出口量 796.9 万吨。
预计 2022 年 7 月份巴西玉米出口 609.1
万吨，高于一周前估计的 594.5 万吨。6 月份巴西玉米出口 149.8 万吨，去年 7 月份出口 304 万吨。
6. 7 月 22 日联合国发言人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粮食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和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的各方将出席签字仪式。该协议涉及乌克兰 3 个港口的粮食运
输，预计将有 2500 万吨粮食流入市场。

【华安解读】未来需关注：新作生长期间天气对产量的影响;乌克兰粮食出口恢复情况对粮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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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1. 7 月 21 日当周，
美国大豆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装船 0.3 万吨，较前周下降 13.7 万吨。据 mysteel
调研， 截止 7 月 22 日，主要油厂大豆库存为 538.63 万吨，较上周增加 21.68 万吨，增幅 4.19%；
豆粕库存为 97.42 万吨，较上周减少 10.34 万吨，降幅 9.6%。
图 1.大豆港口库存（万吨）

图 2, 豆粕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油厂继续去库存。大豆到港压力继续减轻，油厂开机可能继续下降，豆粕价格反弹下，
买方需求好转，豆粕有望进一步去库存。
2.玉米库存情况：上游库存走低，截至 7 月 22 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346.3 万吨，周比减少
11.1 万吨；广东港内贸玉米库存为 93.3 万吨，周比减少 11.73%，外贸玉米库存为 13.8 万吨，周比
减少 13.75%。下游库存减少，截至 7 月 28 日，47 家规模饲料企业玉米库存 30.30 天，
周比下降 0.38%。
7 月 20 日当周，96 家主要玉米深加工企业库存为 390.5 万吨，周比下降 4.62%。
图 3.玉米期货库存 （手）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国内企业以消耗玉米库存为主，库存渐少，下游需求稍有恢复，局部地区少量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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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
1.豆系基差情况：7 月 29 日，张家港东海油厂 43%豆粕基差报价，7 月 29 日至 8 月 19 日 M2209+270
元/吨，8-9 月 M2209+300 元/吨，46%高蛋白价差 150 元/吨。
图 4.进口大豆升贴水（美分/蒲式耳）

图 5.豆粕现货基差 （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从季节性角度看，当前时段为年内基差低位水平，后期到港减少且成交高的情况下，
未来基差大概率走高。

2.玉米&鸡蛋基差情况：截至 7 月 28 日当周，玉米基差（较当周周一减少了 80.14 元/吨）走弱，鸡
蛋基差（较当周周一下跌了 160 元/500 公斤）走弱。
图 6.玉米基差（元/吨）

图 7.鸡蛋现货基差 （元/500 公斤）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当前国内玉米供需情况逐渐改善，价跌主要源自国际加息政策压价和乌克兰恢复出口
利空影响；目前鸡蛋低供应低库存，且中秋等节日将至提振鸡蛋需求，玉米和鸡蛋基差走势关注宏
观经济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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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
豆粕&玉米波动率情况：
豆粕主力 09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22.2%，较上周五下降 3.9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24.36%。
玉米主力 09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18.6%，较上周五上升 1.6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14.7%。
图 8.豆粕主力合约历史波动率

图 9.玉米主力合约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豆粕波动率下降，波动率水平偏低。玉米波动率有较大幅度上升，目前处于年内高位，
可买入看跌期权管理下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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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利润
1.大豆&玉米利润情况：7 月 29 日，美湾大豆 9 月盘面榨利为-452 元/吨，压榨利润转差。本周玉米
淀粉产区利润多数表现亏损，加工企业停机减产。
图 10.大豆压榨利润（元/吨）

图 11.淀粉-玉米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大豆压榨利润深度亏损，油厂三季度买豆积极性不高，后续大豆到港预期减少。美联
储加息风险落地后，商品市场整体反弹，带动豆粕买需增加，但整体榨利偏弱。由于加工企业停机
减产持续和节日效应发酵，市场需求有增可提振利润。

2.禽类&生猪养殖利润情况：本周蛋鸡养殖和肉鸡养殖均表现盈利。7 月 29 日，自繁养殖利润 479.3
元/头，环比下降 123.5 元；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689.6 元，环比上涨 124.7 元。
图 12.蛋鸡、肉鸡养殖利润（元/只）

图 13.生猪养殖利润（元/头）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解读】消费旺季将至，饲料成本走低后期将继续提振蛋鸡养殖利润。猪价走弱，高养殖利润
难以维持，下游屠宰收猪积极性不高，但屠宰利润有较大改善。受玉米豆粕价格反弹影响，预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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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润可能继续下滑。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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