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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 玉米 豆粕

2022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一
生猪

一、行情综述
上周由于第十二次收储再度展开，政策面支撑猪价意图依然明显，且生猪市场供应端仍存在惜售的情绪，
但需求端整体疲弱，现货市场小涨后趋稳。现货市场支撑，生猪盘面增仓上行。截止 6 月 17 日全国外三元商品
猪均价 16.38 元/公斤，较上周上涨 1.7%。河南地区均价 16.8 元/公斤，对应 09 合约基差-2530 元/吨，盘面依然
维持高升水的结构。
二、基本面情况
生猪养殖利润，截至 6 月 17 日，猪粮比 5.58:1 外购猪仔养殖利润为 85.38 元/头，较前周增加 38 元/头。自
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119.45 元/头，较前周增加 37.18 元/头。
从上游供应端情况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5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结束连续 10 个月的回调，环比增长
0.4%。5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4192 万头， 相当于 4100 万头正常保有量的 102.2%，处于生猪产能调控
的绿色合理区域。据监测，5 月份生猪出栏环比下降 0.2%。上周全国外三元生猪出栏均重为 124.15 公斤，较
前周增加 0.16 公斤，环比增加 0.13%，同比下降 6.08%。
进口情况：据海关总署进口数据整理：中国 2022 年 4 月进口猪肉 14 万吨，较 2022 年 3 月进口量持平；较
去年同期减少 29 万吨，同比降幅 67.6%。2022 年 1-4 月累计中国进口猪肉 56 万吨，同比降幅 65.1%。
生猪下游屠宰端市场情况，6 月 17 日当周屠宰开工率 25.40%，较上周下降 0.13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0.28
个百分点。当周国内重点屠宰企业鲜销率 89.19%，较上周下降 0.01 个百分点。
三、后期展望
中央储备收猪肉继续频繁、大量地收储凸显了国家稳猪价的意愿。养殖户挺价意愿增强，且规模企业出栏减
少造成局部地区生猪供应适度偏紧。但是需求进入季节性消费淡季，消费端需求疲软。且 6 月下旬 4 月份以来二
次育肥的猪源开始陆续上市，市场供应势必增加。另外，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5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4192
万头，相当于 4100 万头正常保有量的 102.2%，生猪的基本面依然处于供给宽松状态。当前生猪盘面养殖利润
及基差升水依然偏高，预计反弹空间相对有限，盘面或呈高位宽幅震荡走势。技术上 LH2209 上方关注 20000 关
口的压制，下方关注 18000 一线的支撑力度。后续重点关注产能变化、收储政策影响。
玉米
一、行情综述
由于现货玉米出货量减少，贸易商挺价意愿强；且黑海出口局势尚未明朗，进口成本高企等利多因数支撑国
内玉米价格，玉米上周呈震荡反弹走势。
二、基本面情况
玉米库存情况，深加工玉米库存，根据 Mysteel 玉米团队对全国 12 个地区，96 家主要玉米深加工厂家的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22 年第 24 周，截止 6 月 15 日加工企业玉米库存总量 495.7 万吨，较上周下降 1.59%。
港口库存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北方四港最新库存数据为 408 万吨，较一周前增长 6 万吨；广东港玉米库存为
131 万吨，周度涨幅为 8.62%。
深加工玉米消费量：据 Mysteel 农产品统计，2022 年 24 周（6 月 9 日-6 月 15 日），全国主要 126 家
玉米深加工企业（含 69 家淀粉、35 家酒 精及 22 家氨基酸企业）共消费玉米 110.9 万吨，较前一周增加 3.0
万吨；与去 年同比增加 16.8 万吨，增幅 17.84%。
三、后期展望
国内新麦上市及陈稻拍卖不断投放，给予市场供给压力。但是，新麦开秤价高，玉米贸易商进入小麦收购市
场的热情减弱，玉米贸易商腾库收购小麦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同时新麦价格高企增加了玉米贸易商的信心，且贸
易商手中且持粮成本较高，限制玉米价格的下跌空间。另外，南北港口库存维持相对高位，下游企业库存相对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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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且维持刚性采购需求。总体，阶段性供给相对宽松，预计短期玉米或高位震荡调整运行，但调整空间有限。技
术上看，C2209 下方关注 2800-2830 区间支撑力度。后续关注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内外主产区天气情况。
豆粕
一、行情综述
美国大豆播种进度追平五年同期均值；而 5 月美国大豆压榨数量不及市场预估以及美联储加息等诸多利空因
素施压美豆价格。国内豆粕期货价格上周总体跟随美豆维持高位震荡偏弱走势。
二、基本面情况
国际市场，美国农业部在 6 月份供需报告中将 2021/22 年度美豆出口上调 3000 万蒲，为 21.7 亿蒲，因为巴
西出口调低，近来美豆销售强劲。这也导致 2021/22 年度期末库存下调至 2.05 亿蒲，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2.18 亿
蒲。2022/23 年度美国大豆产量、单产和用量预期不变，期末库存调低约 10%，为 2.8 亿蒲。
美国农业部(USDA)在每周作物生长报告中公布称，截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当周，美国大豆生长优良率为 70%，
去年同期为 62%。 大豆种植率为 88%，此前一周为 78%，去年同期为 93%，五年均值为 88%。大豆出苗率为
70%，前一周为 56%，去年同期为 85%，五年均值为 74%。美豆优良率符合预期，不过种植率以及出苗率依然慢
于去年同期。巴西方面，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CONAB)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4 日，巴西 2021/22 年度大
豆作物收获进度达到 99.4%，巴西收获进度接近尾声。
国内市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监测显示，截至 6 月 11 日当周，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商业库存 614 万
吨，比前一周增加 68 万吨，比上月同期增加 136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9 万吨。6 月 10 日，政策性进口大
豆 竞价交易成交 5.5 万吨，成交率 11%。6 月 17 日政策性大豆竞价交易继续进行，投放 2019 年产进口大豆
50 万吨。
上周大豆压榨量位于偏低水平，豆粕产出减少，豆粕库存有所回落。6 月 13 日，国内主要油厂豆粕库存 90
万吨，比上周同期减少 2 万吨，比上月同期增加 33 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6 万吨。上周大豆压榨量预期回升
至 180 万吨以上水平，而豆粕需求疲软，下游提货积极性不高，预计后期豆粕库存将重新上升。
三、后期展望
国际市场，美国大豆播种进度追平五年同期均值且大豆优良率达 70%，缓解市场对未来产量下降的担忧。另
外，近期美国金融环境动荡，对美豆均有所打压。但美豆产区预计高温干旱及出口需求良好，提振美豆价格。国
内市场，近期国内进口大豆到港较多加之国储进口大豆持续拍卖后，油厂供应较为充足，大豆库存继续攀升，因
胀库油厂开机率下降后，豆粕库存出现略微下降，但供应整体仍比较充足使得豆粕价格受到压制。总体，豆粕价
格主要看美豆成本端的指引，短期豆粕或跟随美豆高位震荡调整运行。技术上下方关注 3950 一线的支撑力度。
后续关注美国大豆主产区天气情况、国内大豆到港量及国储大豆投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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