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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分化， 菜油下跌

本周，是 202 年第一周，油脂期价开年伊始，走势严重分化，
菜油大幅下跌，棕榈油和豆油持续上涨，全周菜油下跌 2.99%，豆
油上涨 1.87%，棕榈油上涨 3.60%。棕榈油方面，一项调查显示，
分析师们预计 12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可能降至五个月来的最
低水平，因为产量下滑。参与调查的人士估计 12 月底马来西亚棕
榈油库存为 173 万吨，环比减少 4.9%;12 月份棕榈油产量预计为
149 万吨，环比减少 8.6%，创下 3 月份以来的最低，因为 12 月 18
日以来马来西亚爆发严重洪涝灾害，油棕收获受到影响。1 月 5 日
消息：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周三称，马来西亚计划 2022 年
底在全国推行 B20 棕榈油基生物燃料项目。2020 年 1 月份马来西
亚在运输行业首先推出 B20 项目，但是由于随后爆发的疫情导致人
员运动受限，因此推迟了这一项目在其他行业的实施。受消息影响，
马棕榈油价格大幅上涨。美豆方面，高温和干旱将继续迫使作物状
况恶化，潮湿也在影响着巴西北部产区。巴西约 35%-40%的大豆带
保持干旱，后期的降雨是否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帮助早熟大豆未知。
巴西中部和北部地区零星降雨将持续，北部几乎所有州都太潮湿，
而此时大豆正开始成熟，尤其是早期种植的大豆，如果潮湿的天气
持续下去，成熟的作物可能会增加疾病压力，甚至可能在收获前在
田间发芽。预计两周内开始收割的机会很小，这可能会推迟大豆的
成熟和早期收割。美豆价格持续上行，价格逼近 1400 美分大关。
菜油方面，有传闻称菜油将面临抛储动作，涉及四川与青海地区，
预计抛储量在 1 至 2 万吨，引发盘面期价快速回落，同时存在传闻
认为抛储量或突破个位数万级，菜油市场处于情绪宣泄引发价格持
续下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于 1 月 6 日发布《油脂油料市场供需状
况月报》，预测 2021/22 年度我国食用植物油生产量 3134 万吨，
同比增加 32 万吨；进口量 1168 万吨，同比减少 97 万吨。年度食
用植物油食用消费量 3764 万吨，同比增加 56 万吨，增幅 1.5%；
工业及其他消费 523 万吨，同比减少 24 万吨。年度食用植物油供
需结余 5 万吨。总体来看，马棕油处于季节性减产期，马来多个州
引发洪水，加上化肥成本飙升、长期劳动力短缺，马棕榈油产量将
受到限制，不过出口下滑，而印度低进口关税提振棕榈油需求。南
美天气引发对大豆减产忧虑。国内油厂周度压榨量偏低，油厂库存
同比偏低，棕榈油进口倒挂，港口库存相对低位，节前备货尚未结
束，菜油抛储利空，多空交织，鉴于油脂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油脂
整体处于高位震荡阶段，长期处于牛熊转换的可能较大。
操作上，短线观望，中线在油脂转弱后逢高做空。

一、现货分析：
截止至 2022 年 01 月 06 日，张家港地区四级豆油现货价格 9,78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下跌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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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7 日，广东地区 24 度棕榈油现货价格 9,87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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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维持在较高水平。

截止至 2022 年 01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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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数据：
截止至 2022 年 1 月 4 日，全国豆油港口库存小幅下降 0.10 万吨至 68.35 万吨，
棕榈油港口库存增加 0.55 万吨至 61.5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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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2 年 1 月 7 日港口进口大豆库 7693440 吨，大豆日消耗为 294000 吨。

截止至 2022 年 01 月 06 日，张家港地区四级豆油基差 8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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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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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22 年 01 月 07 日，广东地区 24 度棕榈油基差 1,012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
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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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

截止至 2022 年 01 月 06 日，江苏地区菜油基差 679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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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2 年第一周，油脂期价开年伊始，走势严重分化，菜油大幅下跌，棕榈油
和豆油持续上涨，全周菜油下跌 2.99%，豆油上涨 1.87%，棕榈油上涨 3.60%。棕榈油方面，
一项调查显示，分析师们预计 12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可能降至五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产量下滑。参与调查的人士估计 12 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 173 万吨，环比减少
4.9%;12 月份棕榈油产量预计为 149 万吨，环比减少 8.6%，创下 3 月份以来的最低，因为
12 月 18 日以来马来西亚爆发严重洪涝灾害，油棕收获受到影响。2022 年 1 季度棕榈油生
产将进入季节性低产期，产量疲软将会支持棕榈油价格。与此同时，棕榈油价格高企，可
能导致棕榈油出口低迷不振。雨季的大雨天气导致种植园生产受阻，不过种植园行业仍未
摆脱困境，因为目前雨季可能会持续到 2022 年 3 月份。之后出现任何洪涝都可能严重破坏
基础设施，并进一步破坏种植园运营。1 月 5 日消息：马来西亚棕榈油局（MPOB）周三称，
马来西亚计划 2022 年底在全国推行 B20 棕榈油基生物燃料项目。2020 年 1 月份马来西亚
在运输行业首先推出 B20 项目，但是由于随后爆发的疫情导致人员运动受限，因此推迟了
这一项目在其他行业的实施。受消息影响，马棕榈油价格大幅上涨。美豆方面，高温和干
旱将继续迫使作物状况恶化，潮湿也在影响着巴西北部产区。巴西约 35%-40%的大豆带保
持干旱，后期的降雨是否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帮助早熟大豆未知。巴西中部和北部地区零星
降雨将持续，北部几乎所有州都太潮湿，而此时大豆正开始成熟，尤其是早期种植的大豆，
如果潮湿的天气持续下去，成熟的作物可能会增加疾病压力，甚至可能在收获前在田间发
芽。预计两周内开始收割的机会很小，这可能会推迟大豆的成熟和早期收割。美豆价格持
续上行，价格逼近 1400 美分大关。菜油方面，有传闻称菜油将面临抛储动作，涉及四川与
青海地区，预计抛储量在 1 至 2 万吨，引发盘面期价快速回落，同时存在传闻认为抛储量
或突破个位数万级，菜油市场处于情绪宣泄引发价格持续下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于 1 月
6 日发布《油脂油料市场供需状况月报》，预测 2021/22 年度我国食用植物油生产量 3134
万吨，同比增加 32 万吨；进口量 1168 万吨，同比减少 97 万吨。年度食用植物油食用消费
量 3764 万吨，同比增加 56 万吨，增幅 1.5%；工业及其他消费 523 万吨，同比减少 2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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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年度食用植物油供需结余 5 万吨。总体来看，马棕油处于季节性减产期，马来多个州
引发洪水，加上化肥成本飙升、长期劳动力短缺，马棕榈油产量将受到限制，不过出口下
滑，而印度低进口关税提振棕榈油需求。南美天气引发对大豆减产忧虑。国内油厂周度压
榨量偏低，油厂库存同比偏低，棕榈油进口倒挂，港口库存相对低位，节前备货尚未结束，
菜油抛储利空，多空交织，鉴于油脂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油脂整体处于高位震荡阶段，长
期处于牛熊转换的可能较大。
操作上，短线观望，中线在油脂转弱后逢高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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