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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给力 玉米豆粕走强

华安点评及投资策略建议：

豆粕：美国农业部最新报告上调了美豆的单产和旧作库存预期，但

受全球干旱天气炒作影响，美豆走势仍然偏多，并未受利空预期打

压。国内连粕积极反弹，豆粕库存去化顺利，粕价表现坚挺。未来

大豆到港预期减少，在旺季备货背景下，短线豆粕表现偏强，豆粕

基差有望继续走高。

玉米：当前因产区干旱和病虫害持续影响，预期玉米供应收紧，下

游需求增加，且有成本支撑，预期玉米期价走强。但中国允许今年

进口巴西玉米约 100 万吨，利空远月玉米。下周关注国内或有抛储

政策压价风险。建议 01 合约短期逢低做多，也可同时买入看跌期

权对冲风险。

鸡蛋：鸡蛋 09 月合约面临交割压力，买方接货意愿不高，蛋价弱

势。但当前供应较少，开学季和中秋节将至刺激需求，且饲料成本

上涨，支撑蛋价走强。建议主力合约逢低买入。

生猪：猪价进入震荡行情，需求处于淡季，消费整体不旺盛，但旺

季即将来临，屠宰企业库存偏低，有补库备货需求。生猪处于新一

轮上升周期起点，价格总体易跌难涨，下方空间有限。前期猪价大

涨暂时透支了上涨空间，短线猪价转入震荡。

期权投资策略：

买入豆粕看涨期权

下周关注:

产区不良天气和病虫害利多影响

2022.8.08-20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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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据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 8 月份库存报告，预计美国期末玉米库存 13.88 亿蒲式耳，分析师

预期 14.0659 亿蒲式耳，USDA 之前预计 14.70 亿蒲式耳；预计美国期末大豆库存 2.45 亿蒲式耳，

分析师预期 2.2452 亿蒲式耳，USDA 之前预计 2.30 亿蒲式耳。

2. USDA:美国农业部周度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8 月 4 日当周，2021/22 年度美国大豆净销售量减

少 6.67 万吨，一周前曾净减少 1.1 万吨。2022/23 年度净销售量为 47.72 万吨，一周前为 41.06 万

吨。迄今为止，2021/22 年度美国大豆累计出口销售 5946 万吨，装运 5479 万吨，尚有 467 万吨等

待装运，预计年度出口目标 5906 万吨难以实现。2022/23 年度累计出口销售 1574 万吨，高于上年

同期的 1172 万吨。

3. 阿根廷农业部报告显示，阿根廷农户的大豆销售步伐继续落后上年同期。截至 8 月 3 日，阿根廷

农户已经预售 2157 万吨 2021/22 年度大豆，比一周前高出 26.3 万吨，低于去年同期的 2676 万吨。

阿根廷农户将大豆作为抵御比索走软的硬通货。

4. 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称，考虑到缺乏雨水和虫害袭击造成的影响，预计巴西 2021/22

年度玉米产量 1.1469 亿吨，比 7 月份的预测值 1.1566 亿吨减少约 100 万吨，但仍然比 2020/21 年

度的 8710 万吨增加 31.7%，预计 2021/22 年度的首季玉米产量为 2498 万吨，高于上月预测的 2480

万吨，也高于上年度 2473 万吨。但 CONAB 将二季玉米产量调低至 8741 万吨，低于 7 月份预测的 8845

万吨，但仍然高于 2021/22 年度的 6074 万吨；预计三季玉米产量为 231 万吨，低于上月预估的 241

万吨，高于上年的 163 万吨。目前 2021/22 年度二季玉米收获已经超 80%，可供出口的玉米数量增

加。

5. 巴西植物油行业协会（ABIOVE）预计，2022 年巴西大豆加工量达到创纪录的 4860 万吨，同比增

长 80 万吨，豆粕和豆油产量均创下历史纪录，因为国外需求非常强劲。2022 年巴西豆油产量将达

到 985 万吨，比上月预测值高出 5 万吨。

6. 欧洲炎热干旱情况持续，对正值关键生长期的玉米影响较大，战略谷物公司周四发布月报，将

2022/23 年 度欧盟玉米产量调低 1000 万吨到 5540 万吨，创下 15 年来的最低产量。为应对南方地

区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导致的旱情，中国防总决定于 11 日 18 时针对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等 6省份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7. 巴西方面，8 月 5 日巴西农业部官方会议上透露，巴西将在 2022 年对华出口玉米，中国已同意

豁免与巴西签署的植物检疫协议中的一些要求，允许今年对中国出口 2021/22 年度收获的玉米。

【华安解读】由于产区干旱高温和病虫害影响，玉米等全球粮食预期供应收紧。大豆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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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1. 豆系库存情况：8 月 4 日当周，美国大豆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装船 24.8 万吨，前周为 5.3

万吨。据 mysteel 调研， 截止 8 月 5 日，主要油厂大豆库存为 514.97 万吨，较上周减少 26.81 万

吨，减幅 4.95%；豆粕库存为 89.69 万吨，较上周减少 3.47 万吨，降幅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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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厂开机继续下降。下半年需求旺季逐渐

临近，买方需求预计逐渐好转，豆粕有望进一步去库存。

2.玉米库存情况：截至 8月 5 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329.9 万吨，周比减少 8 万吨；广东港内

贸玉米库存为 78.9 万吨，周比减少 11.15%，外贸玉米库存为 24.3 万吨，周比增加 55.80%。截至 8

月 11 日，47 家规模饲料企业玉米库存 30.76 天，周比增加 0.69%。8 月 10 日当周，96 家主要玉米

深加工企业库存为 324.8 万吨，周比下降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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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下游逐渐补库，饲料企业增加玉米采购，加工企业玉米库存跌至近四年最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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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

1.豆系基差情况：8月 12 日，张家港东海油厂 43%豆粕基差报价，8 月一口价 4290 元/吨，8-9 月基

差 M2301+550 元/吨；10-1 月 M2301+400 元/吨，46%高蛋白价差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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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厂远月基差较上周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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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基差有望走高。

2.玉米&鸡蛋基差情况：截至 8 月 12 日当周，玉米基差走弱，鸡蛋基差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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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旱和病虫害影响，影响全球玉米产量，减产炒作情绪渐起，预期玉米期价震荡走

弱，关注国内玉米供应情况；当前处于鸡蛋现货消费旺季，主力合约面临交割压力，期价预期走弱，

预计鸡蛋基差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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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

豆粕&玉米波动率情况：

豆粕主力 01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24.5%，较上周五跌 2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22.07%。

玉米主力 01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14.4%，较上周五降 0.5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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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水平处于正常水平，尝试买入豆粕看涨期权。玉米波动率走

低，可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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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美湾大豆 9月盘面榨利为-358 元/吨，压榨利润较上周有较大改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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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压榨利润改善，但亏损仍较大，油厂三季度买豆积极性不高，后续大豆到港预期

减少。连粕反弹势头强，但整体榨利仍然偏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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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自繁养殖利润 468.7

元/头，环比下降 15.32 元；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675.59 元，环比下降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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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鸡蛋供应偏紧，中秋和开学季将至，刺激鸡蛋需求，后期将继续提振蛋鸡养殖利

润，又因近期饲料成本上涨，养殖利润增幅有限。猪价高位震荡，当前处于新一轮猪周期起点，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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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整体下降空间有限，随着旺季需求来临，预计猪价下方支撑较强。受玉米豆粕价格反弹影响，预

计养殖利润难以走高，逐渐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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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