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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点评及投资策略建议：

投资咨询部
豆粕：到港陆续兑现，叠加升贴水下调人民币升值，压制豆粕偏弱
运行，华北现货降幅较大，华南由于受到口罩事件影响，价格较为
坚挺，预计到港兑现，基差逐步回落。

玉米：中美玉米新作收割上市期，18 日“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再
续签，玉米供压增加，期价偏弱运行。由于国内玉米生产成本和养
殖业高存栏以及加工企业补库需求支撑，预期期价回调有限。建议
C2301 合约观望或逢低买入。

鸡蛋：目前鸡蛋市场供紧需弱。鸡蛋低供应水平短期难改，但由于
鸡蛋替代品蔬菜和猪肉价格有所回落，鸡蛋消费下滑，且饲料成本
下滑，蛋价偏弱，建议 JD2301 合约逢高布空。

生猪：猪肉价格由过度上涨一级预警区间回落至二级预警区间，但
发改委表态仍将持续调控，目前大集团大部分实现三季度盈利，规
模养殖场出栏增加，下游对高价猪肉接受度有限，部分大集团表态
限制育肥猪出售，以及下游消费偏弱，腌腊备货积极性仍未见明显
提升，压制期价偏弱。

期权投资策略：
建议卖出虚值豆粕看涨期权；可持有玉米看跌期权避险

下周关注:
玉米售粮进度；口罩事件影响；
南美天气；美豆出口销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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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美国农业部（USDA）周四公布的出口销售报告显示，11 月 10 日止当周，美国 2022/2023 市场年
度大豆出口销售净增 303.01 万吨，市场预估为净增 90-170 万吨。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净销售 154.24
万吨。2023/24 市场年度大豆出口销售 0 吨，市场预估为净增为 0-10 万吨。当周，美国大豆出口装
船为 208.18 万吨，其中向中国大陆出口装船 130.96 万吨。当周，美国 2022/2023 市场年度大豆新
销售 305.42 万吨，美国 2023/2024 市场年度大豆新销售 0 吨。
2.美国农业部(USDA)在每周作物生长报告中公布称，截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美国大豆收割率为
96%，分析师平均预估为 97%，之前一周为 94%，去年同期为 91%，五年均值为 91%。
3.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压榨周报显示，过去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较一周前下降 9.32%，较去年同期
提高 17.63%。截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压榨利润为每蒲式耳 4.67 美元，一周前是
5.15 美元/蒲式耳，去年同期为 3.97 美元/蒲式耳。
4.截至 11 月 8 日当周，CFTC 管理基金美豆期货净多持仓 105372 手，周环比增加 3075 手，增幅 3%；
年同比增加 96150 手，增幅 1000%。在 11 月 1 日的那一周，伴随着投机资金短期继续回升，CBOT 大
豆期价也出现明显的上涨走势。
5. 截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的一周，美国 2022/23 年度玉米净销售量为 116.9 万吨，当周出口量为
56.4 万吨。本年度迄今为止，美国 2022/23 年度累计出口销售玉米 1590 万吨，同比下降 54.1%。本
年度向中国（大陆）累计销售玉米 349.8 万吨，同比下降 70.7%。其中已销售但未装船数量为 194
万吨，去年同期 1108 万吨。
6.美国农业部 11 月 7 日发布的未来 10 年基准线初步预测报告显示，美国农户预计将在 2023/24 年
度提高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大豆种植面积。13 日，美玉米收割进度为 93%，同比增加 3%。
8.本月美国农业部全国农业统计局（NASS）预计 2022/23 年度美国玉米产量 139.3 亿蒲，较上月调
高 3500 万蒲，同比减少 11.44 亿蒲，比五年平均产量减少 3%；预计 2022 年的玉米收割面积为 8080
万英亩，同比下降 5%，比五年均值低 2%；预计 2022/23 年度美国玉米单产 172.3 蒲/英亩，较上月
调高 0.4 蒲/英亩，比 2021/22 年度减少 4.4 蒲/英亩。
9.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发布声明，各方同意继续执行黑海谷物倡议，以促进乌克兰谷物、食
品和化肥出口的安全航行，联合国将全面致力于消除俄罗斯出口谷物和化肥的剩余障碍。该协议将
从 11 月 18 日起延长 120 天，协议内容没有任何改变。
【华安解读】美国大豆和玉米收割进度较好，对期价有压制；俄乌续签黑海谷物协议，全球粮食供
压增加，进口成本或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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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1. 豆系库存情况：据 mysteel 调研，截止 11 月 18 日，主要油厂大豆库存为 268.72 万吨，较上周
减少 19.29 万吨，减幅 6.7%；豆粕库存为 17.06 万吨，较上周减少 1.85 万吨，减幅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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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到港陆续改善，库存有望缓解，压制现货端。

2.玉米库存情况：截至 11 月 11 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241.3 万吨，周比增加 25.5 万吨；广东
港内贸玉米库存为 50.2 万吨，周比增加 1.8 万吨，外贸玉米库存为 27.3 万吨，周比减少 0.3 万吨。
截至 11 月 17 日，47 家规模饲料企业玉米库存 34.84 天，周比增加 0.02%。11 月 16 日当周，96 家
主要玉米深加工企业库存为 211.3 万吨，周比上涨 2.77%。
图 3.玉米期货库存 （手）
【华安解读】港口玉米库存增加；玉米新作上市
期，下游企业预期低价新作和进口玉米，以观望
按需采购为主，关注终端市场需求变化。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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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
1.豆系基差情况：11 月 18 日，全国豆粕现货均价 5120 元/吨，江苏地区油厂 11 月基差 M2301+1000
元/吨；12 月 M23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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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到港改善，现货开始回落，基差走弱。

2. 玉米&鸡蛋基差情况：截至 11 月 17 日当周，玉米基差为 16 元/吨，周比走强了 43.14 元/吨，鸡
蛋基差为 517 元/500 公斤，较当周周一走弱了 38 元/5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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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玉米上市期，俄乌续签粮食出口协议，利空期价，预期基差走强；鸡蛋替代品
价格大幅下滑，鸡蛋消费减弱，鸡蛋现价走弱，由于鸡蛋供应水平偏低，期价高位震荡，预期鸡蛋
基差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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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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较上周五降 2.65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21.83%。
玉米主力 01 合约 1M 历史波动率 9.41%，较上周五涨 0.28 个百分点，场内隐含波动率为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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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波动率处于中游偏下位置，建议卖出虚值看涨期权。玉米波动率维持低位，可持
有看跌期权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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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利润
1.大豆&玉米利润情况：豆粕波动率处于中游偏下位置，建议卖出虚值看涨期权。11 月 18 日，河北、
黑龙江、吉林和山东产区玉米淀粉利润分别为 194 元/吨、138 元/吨、136 元/吨和 169 元/吨，周比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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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盘面榨利走强，加强油厂采购积极性。本周玉米淀粉产区企业利润整体维持上涨，
但受疫情影响淀粉市场供过于求，预期盈利增长有限。

2.禽类&生猪养殖利润情况：11 月 18 日，蛋鸡养殖和肉鸡养殖利润分别为 0.86 元/只和 1.57 元/羽，
周比分别增加-0.05 元/只和 0.04 元/羽。11 月 18 日，自繁养殖利润 918.04 元/头，上周为 1028.37
元；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751.61 元，上周五 8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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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和豆粕价格下调，饲料成本下滑，利好禽类养殖利润，关注饲料成本变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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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调控叠加二育认价出栏，下游需求不好，猪价回落，养殖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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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