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油四季度多空交织，高位震荡
——2012 年四季度豆油报告
内容导读：四季度豆油市场走势将取决于南美大豆种植

动。若南美产区风调雨顺，年底豆油 5 月期价有望跌破

面积和产区天气的影响，目前预期南美因素暂时偏空，

去年低点 8576 元的支撑，下跌目标位在 8000 元关口；1

但豆油需求的季节性增加有望提振四季度走势；此外，

月豆油下跌目标位在 8900 元和 8500 元。反之若南美大

南亚棕榈油进入减产周期也将对油脂价格提供利多支

豆再次受灾，1 月和 5 月豆油期价均有望再次站上万元

撑。综合来看，豆油期价在四季度多数时间将以宽幅震

关口。

荡为主，5 月合约多数时间将在 8600-9500 元区间内波

【三季度行情回顾】
一、CBOT 大豆三季度走势回顾

地受到棕榈油增产的拖累和国内限价和抛储的打压。7、

三季度 CBOT 大豆市场先涨后跌。因美国大豆产区遭

8 月份豆油期价跟随外盘震荡上行，但涨幅远小于美豆

遇 50 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7、8 月份美豆 11 月期价强

和豆粕，至 9 月初豆油 1 月期价最高上涨至 10308 元，

劲上扬，并屡创历史新高，至 9 月初最高上摸 1789 美分。 经过半个月的高位震荡之后，期价展开连续大跌行情，9
随后因美豆收割快于往年，且传闻单产好于预期，期价连

月份最大跌幅超过 10%，月底收盘于 9278 元，较 2 季度

续回落；在减产利多出尽的同时，基金减持多单以及技术

末下跌 270 元。

面上的见顶下跌也令期价扩大跌幅，至 9 月底期价收盘

图 2 大连豆油 1301 合约日线图

1601 美分。11 月合约三季度月 k 线收出两根大阳线和一
根大阴线，整体较 2 季度末仍有 173.4 美分的涨幅。
图 1 CBOT 大豆 11 月合约日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中钢期货

三、上次报告观点回顾
在 9 月份月报中，笔者预计，尽管美豆减产利多已

二、大连豆油三季度走势回顾

被充分消化，基本面继续推动期价强劲上涨的动力不会

三季度大连豆油市场宽幅震荡后收低，因美豆减产

太大，但市场方向仍将以上涨为主。预计 9 月份 Y1301

的利多效应多数被豆粕的上涨所吸收，豆油走势则更多

合约期价仍将延续震荡走强行情，上方阻力位在 10200

元和 10380 元，下方支撑在 9900 元，预计波动区间在

最高上摸 10308 元；但下半月开始持续下跌，最低下探

9900-10380 元。

至 9224 元，主要是美豆市场利多出尽、基金减持多单、

实际上，9 月初 Y1301 期价强劲上扬后高位震荡，

以及技术面上的见顶下跌。

【四季度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美豆减产已成定局，但传闻产量高于预期
今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同比增加了 220 万英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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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美产量将恢复性增长，打压远月合约期价

到 7610 万英亩。但播种结束后，产区天气持续干旱，并

今年年初，南美大豆也因干旱影响而大幅减产，

逐步发展成 50 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美豆优良率也下降

11/12 年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大豆总产量为 1.065 亿吨，

至 30%多的绝对低位。美国农业部 7 月至 9 月连续三次

同比减少 1800 万吨。目前国际豆价处于历史高位，将刺

调低美国大豆产量，
分别为 8301 万吨、7327 万吨和 7169

激南美增加大豆种植面积，按照趋势单产计算，预计

万吨。9 月预估值较 7 月预估值减少 1132 万吨，下调

12/13 年度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量将分别达到创纪录的

幅度达 13.64%，同比降幅则达到 13.8%。

8100 万吨和 5500 万吨，
两国总产量将同比大幅增加 2950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30 日当周,美国大豆收割率达到
创纪录的 41%，新豆上市的季节性压力加大了 9 月份豆价

万吨，且较 10/11 年度也将增产 1150 万吨。
图 4 巴西、阿根廷历年大豆产量变化图 单位：百万吨

技术性回调的幅度，同时市场不断传出产量可能高于之前
预期的消息，更使得高企的豆价处于利多出尽的偏空氛
围。多数私人机构再次调高了美豆产量预估，路透调查
26 位分析师平均预计,美国 2012 年大豆产量为 27.59 亿
蒲式耳,高于农业部 9 月时预估的 26.34 亿蒲式耳。
不过，即使 USDA 今后的供需报告中上调美豆产量预
估值，美豆减产都已成定局。由于今年南北美洲大豆接
连大幅减产，导致全球大豆供不应求，推动豆价再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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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在明年南美大豆全面上市前，大豆市场供需紧

南美大豆增产预期已经在三季度豆类市场行情中有

张状况无法缓解，预计四季度全球大豆市场 1 月合约价

所表现，各品种期价近高远低，走势分化。若四季度南美

格仍将维持高位。

大豆播种顺利且产区天气良好，预计 1 月合约期价仍将强

图 3 美豆产量以及库存变化图 单位：百万吨

于 5 月，但整体将延续三季度见顶下跌的走势；但是若南
美产区再次受到天气灾害的威胁，预计四季度 5 月合约价
格将领涨，并有望带动豆类期价突破三季度高点。
南美大豆产区天气和产量预期将是四季度豆类市场
的关键基本面变量。9 月份南美产区的良好天气强化了
南美作物增产的预期，同时拉尼娜现象的消失也有效降
低了今年南美再度出现旱灾的可能性。因此，尽管远期

天气无法预测，但南美大豆产量增加的预期将奠定远期

的豆油供应紧张；且棕榈油大幅增产导致其价格相对较

豆类市场的利空基调——除非产区真正出现灾害天气。

低，并拖累植物油价格整体走势疲软，也令油脂间价差

三、植物油供需整体偏紧，棕榈油四季度将季节性

持续扩大至目前的历史高位。
三季度南亚棕榈油产量处于季节性增产周期，7、8

减产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12/13 年度全球植物油产量

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分别为 169 万吨和 166 万吨；

预计为 1.5433 亿吨，需求量为 1.5465 亿吨，供需状况

同时，由于印尼下调棕榈油出口关税抢占了马来西亚出

较前几年都更为紧张，预计期末库存为 1154 万吨，同比

口份额，这导致 7 月和 8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快速

下降 265 万吨，库存消费比将下降至 7.46%的相对低位。 上升至 200 万吨和 211.5 万吨。预计 9 月产量将环比再
从目前美国农业部对于 12/13 年度的初步预估来看，植

次增加 10%，且 10 月份产量仍将维持在年内高位，这是

物油供需状况整体趋紧，油脂期价长期不宜看空。

9 月份马棕榈油指数期价暴跌 14.4%、10 月初最低下探

图 5 全球植物油产需变化图

至 2300 令吉的主要原因。预计棕榈油价格短期弱势难
改，巨大的库存压力也将限制其反弹幅度；但从历史规
律来看，10 月份以后棕榈油产量将逐月下降，其供应宽
松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对整个油脂市场价格的影响也
将逐步从利空转为中性甚至偏多。
图 8 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出口量

单位：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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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球植物油库存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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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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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马来西亚棕榈油月度产量

单位：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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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棕榈油产量的增长缓解了大豆减产造成

单位:千吨

四、国储加大抛售增加市场供应，后期进口量有望
同比下降
为了缓解美国谷物减产导致的供应紧张、同时抑制

五、统计显示四季度豆油上涨概率大

价格高企引发的食品通胀问题，国储每个月提供约 80

统计显示，四季度美豆和美豆油期价上涨的概率都

万吨国储大豆，且抛储将持续到 2013 年。尽管政府并

比较高。从 2000-2011 年，美豆在 10-12 月份上涨的概

不公布储备数据，但预计国储大豆库存约在 500-1000

率分别为 65%、65%和 58%，美豆油同期上涨概率分别为

万吨之间，够一到两个月消费量。政府抛售储备大豆，

75%、67%和 67%。大连豆油期货上市时间相对较短，最

将增加国内市场供应，并降低国际市场需求，进而打压

近 6 年走势中有 4 年是处于连续上涨行情中，且尽管 08

国内外市场价格。

年和 11 年四季度收跌，但也是大幅下跌后的震荡筑底过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 8 月进口大豆 442 万吨，略低

程。

于去年同期的 451 万吨，但较上月的 587 万吨大幅下降

目前的走势类似于 11 年的行情，若南美大豆播种顺

25%。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据船期统计，9-12 月预计进口

利且天气良好，四季度豆油期价有望继续震荡下行。但

大豆到港量分别约为 420 万吨、300 万吨、350 万吨和

天气因素无法预测，并且我们不能忽视四季度油脂需求

400 万吨，9-12 月中国共将进口大豆 1470 万吨，同比

上升的季节性特征和历史上多数时间上涨的走势规律，

将减少 436 万吨，幅度为 22.88%。因此，四季度大豆进

预计今年四季度豆油期价震荡走高仍是大概率事件。

口的下降可能导致国内供应相对减少，抵消国储抛售带

图 11 美豆和美豆油月度涨跌概率统计 2000-2011 年

来的利空压力。
图 10 中国大豆月度进口量 单位：百万吨

【技术面分析】
从大连豆油指数周线图上看，三季度豆油期价先涨
后跌，7、8 月份期价一度突破前期高点连线和 4 月份高
点的压力位，但期价随后并未展开新一轮上涨行情，而
是在 9 月下半月连续大跌。图形上看，今年豆油指数期
价多数时间维持在 9000-10000 元区间内宽幅震荡。
短期来看，经过 9 月份的快速下跌，期价技术面超
卖，且下方面临 9000 元一线的支撑，后市料企稳反弹，
目标位在 9500 元附近。中期来看，若下破 9000 元关口，

期价料进一步向下考验 8600 元一线的支撑；若市场持续
走强，上方目标位仍在万元关口。
图 12 大连豆油指数周线图

【四季度行情展望】
综上所述，四季度豆油市场走势将取决于南美大豆

内波动。若南美产区风调雨顺，年底豆油 5 月期价有望

的种植面积和产区天气的影响，目前预期南美因素暂时

跌破去年低点 8576 元的支撑，下跌目标位在 8000 元关

偏空。但豆油需求的季节性增加有望提振四季度走势；

口；1 月豆油受其拖累，下跌目标位在 8900 元和 8500

此外，南亚棕榈油进入减产周期也对油脂价格有较强的

元。反之若南美大豆再次受灾，1 月和 5 月豆油期价有

利多支撑。综合来看，今年四季度豆油期价有望延续宽

望再次站上万元关口。

幅震荡格局，5 月合约多数时间将在 8600-9500 元区间

【附:三季度大事记】
8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近日召集中粮集团、

Farmer 表示，预计美国大豆单产料为每英亩 34.8 蒲式

益海嘉里、鲁花集团、九三油脂集团和汇福粮油集团等

耳，大豆产量或将为 26.0 亿蒲式耳。USDA 预计美国大

5 大小包装食用油企业进行谈话，要求上述 5 家企业建

豆产量料为 26.92 亿蒲式耳，预计美国大豆单产或将为

立食用油价格报告制度，定期向国家发改委报送食用油

每英亩 36.1 蒲式耳。

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据报道，从 8 月 15 日开始，

9 月 13 日和 27 日在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及其联

益海嘉里、中粮集团、鲁花等 5 家企业，每周周三中午

网市场举行国家临时存储大豆竞价销售交易会。13 日计

之前要将各自企业的小包装食用油产品的出厂价、批发

划交易国家临时存储(东北、移库)大豆 399741 吨，实际

价和零售价报送到国家发改委。

成交 399740 吨，成交率 99.99％，成交均价 4552 元/

8 月 26 日，Pro Farmer 在对美国中西部作物进行了

吨。 27 日交易会计划销售黑龙江 2009 年大豆 400010

一周巡查后于周五表示，美国玉米及大豆产量将低于政

吨，全部成交，最高成交价 4670 元/吨，最低成交价 3890

府当前预估，因美国遭遇半个世纪最严重旱情袭击。Pro

元/吨，成交均价 4298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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