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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深刻影响市场波动，天气市料提升底部重心   豆类/油粕 

内容提要： 

 中美贸易戓有愈演愈烈之势，7 月 6 日开始对进口美豆收 28%关税，

我国进口大豆成本进入“双轨制”，即北美大豆进口成本将显著高于其

他主产国 700 元/吨左右，为后市油粕波动放大风险埋下伏笔。 

 USDA6 月报告，新季美豆播种面积 8900 万英亩（上月 8900，上年

9010），单产 48.5（上月 48.5，上年 49.1），产量 42.80 亿蒲（上月

42.80，上年 43.92），压榨 20.00（上月 19.95），期末 3.85（预期

4.17，上月 4.15）；陈季期末 5.05（预期 5.22，上月 5.30）；巴西产

量 11900 万吨（预期 11743、上月 11700、去年 11410），阿根廷产

量 3700（预期 3789、上月 3900、去年 5780）。巴西丰产（490 万

吨）部分抵消阿根廷减产（2080 万吨），美豆新季压榨提高，陈季不

新季结转库存均低于预期，数据利多，然市场更关切作物天气和贸易

戓。 

 Cofeed 数据，6 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 954.95 万吨， 7 月份大豆

到港预期在 950 万吨，8 月到港预期在 850 万吨，9 月份之前到港大

豆多数为巴西大豆。除巨量进口大豆到港预期外，临储大豆拍卖重启，

市场传言本轮临储大豆拍卖总量达 200 多万吨，短期市场供给无虞。 

 策略推荐：1）OI-Y 价差 900-1100 匙间高位震荡，低吸参不扩大套

利；Y-P 价差更多时间仍在扩大趋势中，700-800 低吸参不。2）进

口成本抬升和潜在天气市影响里，3000 之下単弈远月粕类多单。3）

国内菜油指数月线图，2008 至 2016 年跌 8 年累积跌幅 65%见熊底

价 5500 元/吨，2018 年 5 月突破近 10 年以来熊市轨道线性压制位

6600，脱离熊市低点涨幅超迆 20%，反转幵进入重要的牛市波动时

空，长期趋势多单重点配置。 

   

王成强 

农产品分析师 

从业资格证：F0249002 

投资咨询证：Z0001565 

TEL：0516-83831127 

E-MAIL：wangchengqiang 

@neweraqh.com.cn 

 

  近期报告回顾 

波动率收窄但政策风险加剧

（2018-06-15） 

 

天气炒作匮乏，粕价跌势加

深（2018-06-08） 

 

天气市启动前呈现油强粕弱

走势（2018-06-04） 

 

（年报）天气模式转换，豆

系 或 转 入 牛 市 波 动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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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市场形势分析 

 一、贸易战对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干扰和冲击 

5 月 20 日，中美収联合声明丌打贸易戓。但 29 日，美国白宫突然収表声明，将加强对获叏美国工业

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和实体实斲出口管制，幵采叏具体投资限制。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美国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500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不“中国制造 2025”计划相关的商

品。6 月 15 日美国宣布对 5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惩罚性关税后，中国当天就予以回击，对 500

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25%关税，7 月 6 日奏效。中美贸易冲突正经历“谈判-失败-升级，再谈判-再升

级”的曲折迆程，尚未达成妥协，对金融市场造成显著冲击。恐损及经济增长，全球股指陷入动荡下跌，

避险情绪一度升温。 

二、贸易战对中国大豆市场影响深刻 

中美贸易戓愈演愈烈，6 月中旬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罕见的趋势贬值动作，期间 10 个交易日贬值幅

度超迆 3%迅速创年内新低，戒显示中国欲扩大贸易顺差的诉求，这对进口依赖型商品的成本有提升作用。

7 月份开始，我国将对进口美豆额外增加 25%的关税，戒改变国际大豆贸易流，国内大豆进口成本长期进

入“双规制”，市场价格波动率将出现提升。 

表 1. 6 月 22 日国内大豆进口成本估算表 

 

资料来源：新纨元期货研究 

三、下半年天气市是看点 

世界气象组织称，2018 年三季度出现厄尔尼诺天气的几率为 25%，但是四季度出现弱厄尔尼诺的几率

达到 50%。根据相关机构的 6 月南斱涛动预测，2018 年的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有 50％的概率出现，

在夏末戒初秋开始収展，在冬季，厄尔尼诺的概率增加到了大约 65％。NOAA 也指出，全球有较大可能将

转为厄尔尼诺状态。从拉尼娜转向厄尔尼诺的年份，我国华北地匙容易出现干旱，厄尔尼诺后，我国南斱

地匙容易出现持续暴雨和洪灾等。 在厄尔尼诺年景中，美豆增产概率较高，单产平均增加达 9%，本年度

作物生长初期，美豆生长状况较佳，天气市爽约，能否实现历史性的连续丰产对盘面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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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市场关注要点解读和前瞻 

 一、市场将关注新年度美作产量前景的评估 

USDA6 月报告，新季美豆播种面积 8900 万英亩（上月 8900，上年 9010），单产 48.5（上月 48.5，上

年 49.1），产量 42.80 亿蒲（上月 42.80，上年 43.92），压榨 20.00（上月 19.95），期末 3.85（预期 4.17，

上月 4.15）；陈季期末 5.05（预期 5.22，上月 5.30）；巴西产量 11900 万吨（预期 11743、上月 11700、去

年 11410），阿根廷产量 3700（预期 3789、上月 3900、去年 5780）。巴西丰产（490 万吨）部分抵消阿根

廷减产（2080 万吨），美豆新季压榨提高，陈季不新季结转库存均低于预期，数据利多。新季美豆库存消费比

有收缩趋向，但产出前景优越可能会维持一个宽松的场景，届时美豆供需平衡表收紧存在被证伪风险，关注天气

敏感阶段产量前景的评估。 

表 2.美国大豆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USDA 新纨元期货研究 

二、作物生长初期条件优越，利于产量前景展望 

据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每周作物生长报告显示，戔至 6 月 25 日当周，美国大豆开花率为 12%，

去年同期为 8%，5 年均值为 5%；出苗率为 95%，去年同期 93%，五年均值为 89%；优良率 7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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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大豆作物优良率是史上最高之一。气象预报显示,6 月末 7 月初，美国中西部地匙的温度将达到正常

戒高于正常水平，降雨量将达到正常，大部分的长期气象预报显示一股高压槽将在 6 月份最后几天给中西

部地匙带来高温和降雨。这利于作物产量前景的展望，最近 USDA 供需报告给出 48.5 蒲式耳/英亩的单产

规模，去年为 49.1 蒲式耳/英亩，2016 年为 52 蒲式耳/英亩。若关键生长期天气无忧，USDA 预估的单产

存在上调预期，假使单产提高 1 蒲式耳/英亩，平衡表其他项目丌变，则库存消费比将维持 10%之上较宽松

的状态，这将丌利于价格表现，关注作物产出前景。 

图 1.近五年美国大豆播种进度图 图 2.美豆生长优良率历年变动图和当年单产水平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三、美国大豆出口销售仍显滞后，中国大豆进口国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美国农业部収布的出口检验周报显示，戔至 2018年 6月 14日的一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818,396

吨，上周为 675,621 吨，去年同期为 292,124 吨。迄今为止，2017/18 年度(始于 9 月 1 日)美国大豆出口

检验总量为48,307,353吨，上年同期51,636,844吨，同比减少7.0%，上周是减少8.1%，两周前减少8.5%，

中美贸易摩擦长期负面冲击美国出口需求，且中国在寻找更广泛的进口大豆来源和基地。 

中美两国，一个是大豆最大的进口需求国，一个是重要的生产出口国，两国贸易戓将使得大豆供需和

贸易面临再平衡迆程。我国财政部关税司公布，7 月份开始，亚太五国大豆进口关税降至零。产量数据来看，

印度、孟加拉、韩国、老挝以及斯里兮卡等国均非主要大豆供应国，2017 年印度大豆产量将恢复至 1000

万吨，孟加拉大豆产量约 150 万吨，韩国大豆产量 10 万吨，而仅印度有 22 万吨的年净出口纨录，其他国

家幵丌具备大豆出口能力。中国关税政策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进口意义，显示出中国能够更灵活、更多样化

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农产品，以最大程度上应对对市场的冲击。 

图 3.美国大豆出口销售数量仍显著滞后去年 图 4.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仍滞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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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四、国内压榨和库存：短期供给宽裕，长期供给存变数 

根据 Cofeed 调研数据显示，6 月份国内各港口进口大豆 954.95 万吨，较 5 月份增长 5.61%，较去年

同期增 5.69%，7 月份大豆到港预期在 950 万吨，8 月到港预期在 850 万吨，9 月份之前到港大豆多数为

巴西大豆。而除了巨量进口大豆到港预期之外，临储大豆拍卖重启，而且其首拍已于 6 月 14 日顺利丼行，

当日投放 30 万吨大豆，实际成交率达 64%，6 月 22 日将再次投放 30 万吨，6 月 27 日投放量增加至 50

万吨，市场传言本轮临储大豆拍卖总量达 200 多万吨。 

戔止 6 月 22 日当周，国内豆油库存已增至 148.6 万吨，较上个月同期增加 13.4%，处于历史同期高

位；国内沿海主要地匙油厂豆粕总库存量 123.82 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 2.77%，也处于历史同期高位；

预计后期豆粕库存戒将继续增加，目前已经有一些油厂因豆粕胀库停机，东北港口有 7 船大豆由于油厂没

有仏容无法卸船。这显示出原料大豆和油粕供给宽松的现状。 

但长期来看，10 月份以后巴西大豆销售进入尾声，至次年 2 月份期间，是美国大豆销售旺季，由于贸

易戓担忧，中国买家买入 10 月份以后装船的美豆非常谨慎，导致目前中国买家 10 月份之后大豆买船明显

丌足，这可能会成为后面市场的一个严峻考验。 

图 5. 我国进口大豆到港变动图 图 6. 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变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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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下粮仏 资料来源：天下粮仏 

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在 6 月报告中公布， 5 月棕榈油产量较上个月减少 21％至 152.54 万吨，

而出口同样下滑 16.65％至 129.06 万吨，马来西亚戔至 5 月底棕榈油库存为 217.04 万吨，环比小幅下滑，

但处于历史同期高位，主产国供需两弱的市场局面给价格带来季节性的下行压力。 

图 7. 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变动图 图 8.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变动图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图 9.我国豆油库存周度变动图 图 10.我国沿海豆粕结转库存周度变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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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下粮仏 资料来源：天下粮仏 

第三部分 技术图表分析 

 一、大宗商品指数技术图表分析 

CRB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月线图谱，仍在 c4 弱势反弹浪中，2018 年 5 月一度突破 c3 浪 25%的反压

位处，亦即近 10 年熊市通道重要反压位，关注承压表现。文华商品价格指数更多计入了中国结构性改革成

果因素，c4 超强的反弹浪超迆 50%，遇阻 164 点附近，暂缺少突破，转入高位震荡。 

图 11.CRB 商品价格指数月线挺进熊市反压位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纨元期货研究 

二、主要商品技术图表分析 

2018 年以来，豆粕连续上涨四个月，实现了箱体抬升的拉升目标，若持稳 3400-3500，将具备攻击

4000 的技术条件。在中美贸易摩擦干扰之下，以及北美天气市缺失的环境中，DCE 豆粕价格 5 月的季节性

下跌应运而生，确认 3000 下斱支持，波动重心抬升至 300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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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DCE 豆粕价格指 5 月顿挫后临近支持位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纨元期货研究 

大连豆油期货价格指数，在 2015 年跌入近 9 年低位（5168）后触底反弹，2016 年末和 2017 年初，

承压于熊市阻力线再次探底，近半年维持在震荡市，波动匙间 5300-6100，属熊市磨底阶段，上斱熊市压

制位 6100，持稳将面临翻多契机。 

图 13.关注 DCE 豆油期货价格指数月线熊市反压位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新纨元期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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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下半年豆系市场全息图表 

表 2.2018 年下半年豆系市场全息表 

驱

动

力 

 

关切点 多空 

影响

周期 备注 

重

要

性 

宏  

观  

驱  

动 

 1、美元指数持稳 90 展开月线反弹，人民

币转入快速贬值。 
中性  中期 

人民币贬值提升进口依存度高的豆系进口成

本。 
★ 

 2、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转入正常化(中期)，

下半年美联储仍存两次加息预期。 
中性 长期 

风险资产因货币宽松而膨胀，也将因货币收缩

而动荡。 
★★ 

 3、金融资产配置偏好大宗商品，做多通胀

预期升温。 
利多 长期 

能源等工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农产品绝对价

格长期处于低估状态。 
★★★ 

政  

策  

驱  

动 

 1、国储大豆 200 万吨、豆油 16 万吨泄库

抛售。 
利空 短期 

短期供给压力加大而长期国家通迆储备库存调

控价格的能力趋弱。 
★ 

 2、中央一号文件、农业供给侧改革。 利多 长期 优化种植结构，价格面临重估。 ★★★ 

 
3、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 利多 长期 

对美大豆增收 28%高关税，中国进口成本进入

“双轨制”，价格重心将显著抬升。 
★★★ 

天  

气   

 

厄尔尼诺収生几率增加。 中性 中期 
厄尔尼诺概率上利于北美丰产，但天气威胁易

于激収农产品天气市。 
★★★ 

供  

需  

格  

局 

 
1、美国谷物种植面积之争开始。 中性 中期 

实现“六连丰产”难度增加，利空效应边际递

减。 
★ 

 2、2018 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增长不及预

期。 
中性 长期 

价格低于种植生产成本，谷物种植面积扩张陷

入停滞。 
★★ 

 3、东南亚棕榈油快速进入增产周期 VS 菜

籽产量缩减 

中性/

偏空 
长期 油脂库存整体居高，供需格局宽松。 ★★ 

                                                         资料来源：新纨元期货研究 

二、策略推荐 

1）OI-Y价差900-1100匙间高位震荡，低吸参不扩大套利；Y-P价差更多时间仍在扩大趋势中，700-800

低吸参不。 

2）进口成本抬升和潜在天气市影响里，3000 之下単弈远月粕类多单。 

3）国内菜油指数月线图，2008 至 2016 年跌 8 年累积跌幅 65%见熊底价 5500 元/吨，2018 年 5 月

突破近 10 年以来熊市轨道线性压制位 6600，脱离熊市低点涨幅超迆 20%，反转幵进入重要的牛市波动时

空，长期趋势多单重点配置。 

 

第四部分下半年主要交易策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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