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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开回落

油脂宽幅震荡

本周油脂行情高开回落，油脂期价再次回落至前期低点附近。受中
秋小长假期间外盘大幅上涨的影响，油脂期价周二大幅高开高走 ，
周三整理，周四冲高回落，周五震荡回落，全周菜油下跌 0.12%，，
豆油上涨 0.37%，棕榈油上涨 1.28%。棕榈油方面，周一 MPOB 发布
的棕榈油供需数据显示，8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创下了 33 个
月来的最高水平，因为随着生产旺季到来，棕榈油产量增长，2022
年 8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 209.5 万吨，创下 2019 年 11 月以
来的最高库存，比 7 月底库存提高 18.16%，也高于分析师平均预
期的 203 万吨。8 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72.6 万吨，环比提
高 9.67%，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170 万吨。这也是连续第三个月
产量增长。8 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为 130 万吨，环比降低
1.94%，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132 万吨。报告整体符合市场预期。
马棕榈油本周上涨 4.14%。 美豆方面：USDA 公布九月最新供需数
据，报告影响偏多。美豆 2021/22 年度旧作平衡表中，只调整了出
口数据，由 21.6 亿蒲式耳下调至 21.45 亿蒲式耳。旧作结转库存
上调至 2.4 亿蒲式耳。旧作数据调整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库销比上
调至 5.37%。美豆 2022/23 年度新作平衡表意外利多，面积、单产
均出现超预期的下调。新作种植面积由 8800 万英亩下调至 8720
英亩，收割面积下调至 8630 万英亩，下调幅度超过市场预期。单
产由 51.9 蒲式耳/英亩下调至 50.5 蒲式耳/英亩，低于市场预期的
51.5 蒲式耳/英亩。本次 USDA 供需报告明显利多，美豆价格在报
告发布后由 1415 美分左右的位最高上涨至 1505 美分。美豆本周上
涨 2.32%。国内方面，9 月 13 日，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
公布了最新一期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下调了对 2021/22 年度中国
油菜籽和食用植物油进口量的预估。本月估计，受国际市场油料和
食用植物油价格高位运行以及进口利润偏低影响，2021/22 年度中
国油菜籽和食用植物油进口量较上月估计值不同程度下调，中国食
用植物油产量、进口量分别调减至 2752 万吨、593 万吨。中国食
用植物油消费量 3634 万吨，与上月估计值保持一致。本月预测，
2022/23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925 万吨，进口量 843 万吨，
消费量 3634 万吨，维持上月预测值不变。近期三大油脂目前供应
端问题不大，节前备货接近尾声，叠加国内疫情和美联储加息等宏
观因素影响，难有大幅上涨的驱动。但价格经过前期快速下跌后，
整体下跌动能不足，而且目前国内三大油脂库存处于低位，又给了
油脂较大的安全边际。油脂在市场整体偏空和自身基本面偏多的环
境下仍然会在前期震荡区间内上下剧烈波动，操作上，观望为宜。

一、现货分析：
截止至 2022 年 09 月 16 日，张家港地区四级豆油现货价格 10,21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下跌 140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张家港地区四级豆油现货价格较近 5 年相比
维持在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22 年 09 月 16 日，广东地区 24 度棕榈油现货价格 8,19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下跌 100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广东地区 24 度棕榈油现货价格较近 5 年相
比维持在较低水平。

截止至 2022 年 09 月 16 日，江苏地区四级菜油现货价格 12,3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
下跌 150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江苏地区四级菜油现货价格较近 5 年相比维持
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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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数据：
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9 日，全国豆油库存减少 1.50 万吨至维持在 79.30 万吨。2022 年
9 月 14 日，全国棕榈油商业库存减少 2.90 万吨至 37.05 万吨。

截止 2022 年 9 月 16 日港口进口大豆库 67855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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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22 年 09 月 16 日，张家港地区四级豆油基差 1,0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
跌 46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张家港地区四级豆油基差较近 5 年相比维持在较
高水平。

截止至 2022 年 09 月 16 日，广东地区 24 度棕榈油基差 408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2 元/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广东地区 24 度棕榈油基差较近 5 年相比维持在较低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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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22 年 09 月 16 日，江苏地区菜油基差 2,001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99 元
/吨。从季节性角度来分析，当前江苏地区菜油基差较近 5 年相比维持在较高水平。

三、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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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油脂行情高开回落，油脂期价再次回落至前期低点附近。受中秋小长假期间外盘大幅
上涨的影响，油脂期价周二大幅高开高走 ，周三整理，周四冲高回落，周五震荡回落，全
周菜油下跌 0.12%，，豆油上涨 0.37%，棕榈油上涨 1.28%。棕榈油方面，周一 MPOB 发布
的棕榈油供需数据显示，8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创下了 33 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因为随
着生产旺季到来，棕榈油产量增长，2022 年 8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 209.5 万吨，创
下 2019 年 11 月以来的最高库存，比 7 月底库存提高 18.16%，也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203
万吨。8 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为 172.6 万吨，环比提高 9.67%，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170 万吨。这也是连续第三个月产量增长。8 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为 130 万吨，环比
降低 1.94%，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132 万吨。报告整体符合市场预期。印度尼西亚贸易
部发布的公告显示，9 月 16 日至 30 日期间的毛棕榈油参考价格定为每吨 846.32 美元，
低于上半月的每吨 929.66 美元。根据棕榈油参考价格和关税的对应表格，新的参考价格
将使出口税降至每吨 52 美元，低于上半月的每吨 74 美元。马棕榈油本周上涨 4.14%。 美
豆方面：USDA 公布九月最新供需数据，报告影响偏多。美豆 2021/22 年度旧作平衡表中，
只调整了出口数据，由 21.6 亿蒲式耳下调至 21.45 亿蒲式耳。旧作结转库存上调至 2.4 亿
蒲式耳。旧作数据调整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库销比上调至 5.37%。美豆 2022/23 年度新作
平衡表意外利多，面积、单产均出现超预期的下调。新作种植面积由 8800 万英亩下调至
8720 英亩，收割面积下调至 8630 万英亩，下调幅度超过市场预期。单产由 51.9 蒲式耳/
英亩下调至 50.5 蒲式耳/英亩，低于市场预期的 51.5 蒲式耳/英亩。本次 USDA 供需报告明
显利多，美豆价格在报告发布后由 1415 美分左右的位最高上涨至 1505 美分。美豆本周上
涨 2.32%。国内方面，9 月 13 日，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公布了最新一期农产品
供需形势分析，下调了对 2021/22 年度中国油菜籽和食用植物油进口量的预估。本月估计，
受国际市场油料和食用植物油价格高位运行以及进口利润偏低影响，2021/22 年度中国油
菜籽和食用植物油进口量较上月估计值不同程度下调，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进口量分别
调减至 2752 万吨、593 万吨。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3634 万吨，与上月估计值保持一致。
本月预测，2022/23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925 万吨，进口量 843 万吨，消费量 3634
万吨，维持上月预测值不变。近期三大油脂目前供应端问题不大，节前备货接近尾声，叠
加国内疫情和美联储加息等宏观因素影响，难有大幅上涨的驱动。但价格经过前期快速下
跌后，整体下跌动能不足，而且目前国内三大油脂库存处于低位，又给了油脂较大的安全
边际。油脂在市场整体偏空和自身基本面偏多的环境下仍然会在前期震荡区间内上下剧烈
波动，操作上，观望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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