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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国内外油脂基本面并没有盘

面反应的这么好，主要来自

于乐观市场情绪的推动。建

议前期多单适量减持，不建

议继续加仓追多 

 

【分析师】 

执笔：贾博鑫 

jiaboxin@cofco.com 

从业资格号：F3026375 

投资咨询号：Z0014411 

 

白杰 

baijie1@cofco.com 

从业资格号：F3045473  

投资咨询号：Z0013876 
 

阳林钦 yanglinqin@cofco.com 

从业资格号：F0311519 

投资咨询号：Z0011819 

 

【综述】： 

国际方面，棕榈油产地基本面变化不大。通常情况下油脂持续性的单边上涨

是由供应收缩导致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产地棕油的产量还是会保持

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而最近产地需求端表现也并不是很好，未来产地棕油库存

还是会进一步的增加。美豆油方面，美豆天气市也会给美豆油带来一定的支撑作

用，库存也会出现一定的下降。但是总的来看，国际油脂基本面并不是支撑价格

连续强势上涨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市场情绪方面。 

国内方面，在国际基本面的带动下也出现了反弹的行情，特别是豆油 1909

合约在本周五还出现了涨停的行情。诚然中美贸易摩擦会给国内油脂油料价格带

来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未来大豆供应并不非常短缺。所以我们认为盘面的上涨

主要还是体现在情绪方面，基本面的基础并不牢固，所以短时间内涨势或出现放

缓，不建议继续追多。 

【核心因素】：产地棕榈油库存有望上升 国内油脂库存压力大 

【预期偏差】：天气问题导致棕榈油产量大减 原油价格大幅下跌 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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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油脂供需分析 

产地棕榈油：基本面无变化，压力依旧 

本周 BMD 棕榈油连续走高。截至 8 月 9 日，BMD 棕榈油价格收于 2176，较上周同期涨 5.7%。 

从供应端来看，7 月份马来产量继续上升。从高频数据来看，MPOA 数据显示 7 月份马来产量环比上升 13.07%，

其中西半岛环比上升 15.47%，东半岛环比上升 8.47%。产量数据确实没有出现利多的消息，供应压力还在。从历史

规律上来看，通常棕榈油产量出现问题能带来持续性的单边上涨行情，而近期的涨势并没有供应缩减的配合，这也

使我们对后期能否继续上涨产生了疑虑。从需求端来看，7 月份马来西亚棕油出口表现一般，8 月份高频数据还没

有出来，但预计需求端出现明显好转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从高频数据来看，SGS 数据显示 7 月马来棕油出口环比上

升 4.82%，盘面的上涨也不能用此数据进行解释。总的来看，产地棕榈油基本面依然有压力增大的可能，盘面的上

涨不能由基本面的情况来解释，东南亚生柴消费的增长其实也是在市场预期之内的定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这些

因素也不足以给盘面提供如此强劲的支撑。没有供应缩减的支持，盘面很难保持如此大的热情继续上攻，棕油方面

的上涨高度还是有限。 

国际豆油：美国中西部干旱给美豆油带来一定的支撑 

CBOT 豆油本周收涨 3.4%，截至 8 月 9 日，CBOT 豆油主力合约收 29.71 美分/磅。本周美豆油也出现了强劲

的涨势，涨幅略弱于 BMD 棕榈油。 

美豆方面，对天气的担忧推动盘面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据天气预报显示美国中西部大豆种植带有些干旱。但

是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带来的需求悲观情绪也对美豆产生了一定的利空影响。总的来看，在天气市的大背景下，美豆

行情预计易涨难跌，也会间接为美豆油提供一些支撑。美豆油方面，我们在之前的月报中也提到过，未来在需求表

现不错，大豆压榨减少的情况下，美豆油库存有下降的可能，也会给盘面带来支撑。 

截至 8 月 9 日，国际豆棕价差 154 美元/吨，上周 160 美元/吨。本周国际豆棕价差走缩 6 美元/吨，美豆油和

棕榈油均出现了比较强势的反弹行情，价差方面变化也不大。 

产地菜油：中加关系依然是最关键的问题 

本周美豆的上涨也带动加拿大菜籽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在中加关系紧张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加元汇率也

出现了贬值的行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产地菜油影响较大的还是中加关系，中国的买货量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菜

籽种植意向。在全球油脂市场均出现上涨的情况下，加拿大菜油 FOB 报价在本周也出现了小幅的上涨，中国进口

菜油的利润也长期保持在高位，只是进口的大门一直在紧紧的关闭中。 

生物柴油：BME 生产利润好转，PME 生产利润严重恶化 

截至 8 月 9 日，IOWA 生物柴油生产利润 0 美元/加仑，上周同期生产利润-0.06 美元/加仑，BME 生产利润较

上周出现好转。东南亚方面，截止 8 月 9 日印尼 POGO 价差-55，上周同期-96，价差走扩 41 美元，生柴的生产利润

在棕榈油价格的强势下已经被打没。 

生柴政策方面，印尼证实，B20 的生物柴油混合义务已经得到了良好的实施，对 2020 年推行 B30 政策也有良

好的信心。近期政府也已经开始对使用 B30 生物柴油作为燃料的汽车进行公路测试，涵盖性能、废弃排放率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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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 之后对汽车零件造成的影响。 

图 1.1： SGS 出口数据 

 

 

 

数据源：SGS，中粮期货研究院 

图 1.2：POGO 价差                          图 1.3：爱荷华州生物柴油生产利润 

   



                                                                               

  
请务必阅读风险揭示与免责声明 4 

中粮期货研究院  

数据源：路透，USDA，中粮期货研究院 

 

 

第二部分  国内油脂供需分析 

国内油脂：三大油涨势可能会有所放缓 

国内方面，三大油在本周出现了强势的上涨行情。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情况下，市场对于油脂市场反弹的情

绪也大幅升温。最强势的豆油 1909 合约在本周五甚至走出了许久不见的涨停，棕榈油也反弹至 4 月底的水平，菜油

继续保持稳定的上涨趋势。总的来看，市场都在担忧后期国内大豆供应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大豆并没有那么缺货，

虽然近期国内豆油库存出现了下降，但是也并不足以支撑豆油走出如此强势的行情。所以在极端行情下，从基本面

找原因还是很困难。国内即将迎来开学季，后期还有中秋和十一的双节备货旺季，八九月份向来都是油脂需求的旺

季，但是我们认为目前价格的强势上涨还是缺乏一些基础，后期盘面的走势没有那么乐观，预计未来上涨的走势将

会有所放缓。 

期货及价差：截至 8 月 9 日，棕榈油 09 月合约收于 4612，环比收涨 5.37%；豆油 09 合约收于 6008，环比收涨

8.1%；菜油 09 合约收于 7169，环比收涨 3.05%。价差数据，截至 8 月 9 日，棕榈油 9-1 价差-172，上周-150；豆油 9-

1 价差-142，上周-160；菜油 9-1 价差-78，上周-38；跨品种价差，豆棕油 9 月 1214，上周 1180；菜豆 9 月 1161，上

周 1399；菜棕 9 月 2557，上周 2579。 

现货市场：8 月 8 日，华南 24 度棕榈油价格 4600 元/吨，环比上涨 220 元/吨；华东一级豆油现货价格 5800 元

/吨，环比上涨 390 元/吨；华东四级菜油现货价格 7260 元/吨，环比上涨 120 元/吨。 

截至 8 月 2 日，棕榈油港口库存 60.27 万吨，上周 63.47 万吨；豆油商业库存 138.82 万吨，上周 143.95 万吨；

菜油沿海库存 8.9 万吨，上周 9.52 万吨；华东地区菜油库存 41.19 万吨，上周 40.26 万吨。 

图 2.1 国内油脂库存                          图 2.2 国内棕榈油库存 

   

数据源：天下粮仓，中粮期货研究院 

图 2.3 国内豆油库存                  图 2.4 华南菜油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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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天下粮仓，中粮期货研究院 

 

 

 

 

第三部分  结论 

国际方面，棕榈油产地基本面变化不大。通常情况下油脂持续性的单边上涨是由供应收缩导致的，但是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未来产地棕油的产量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而最近产地需求端表现也并不是很好，未

来产地棕油库存还是会进一步的增加。美豆油方面，美豆天气市也会给美豆油带来一定的支撑作用，库存也会出

现一定的下降。但是总的来看，国际油脂基本面并不是支撑价格连续强势上涨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市场情绪方

面。国内方面，在国际基本面的带动下也出现了反弹的行情，特别是豆油 1909 合约在本周五还出现了涨停的行

情。诚然中美贸易摩擦会给国内油脂油料价格带来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未来大豆供应并不非常短缺。所以我们

认为盘面的上涨主要还是体现在情绪方面，基本面的基础并不牢固，所以短时间内涨势或出现放缓，不建议继续

追多。 

 

 

 

 

 



                                                                               

  
请务必阅读风险揭示与免责声明 6 

中粮期货研究院  

 

更多资讯，请关注中粮期货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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